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5-0002 邮发代号：15-1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今日8版第25563期

2019年7月1日
己亥年五月二十九 星期一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共产党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扎实推动全
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作出了突出
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条战线涌现出
一大批立足岗位、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无
私奉献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
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标杆，激
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

工作者对标先进、创先争优，自治区党委
决定，对韩永胜等87名“内蒙古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赵剑峰等56名“内蒙古自
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林格尔县林业
和草原局白二爷治沙站党支部等97个

“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
彰，追授于海俊同志为“内蒙古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名单见4版）。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发扬成绩、再接再
厉，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主动担当作为，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再创佳
绩、再立新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
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中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光
荣业绩。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
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学习他
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
们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学习他

们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学习他
们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道德情操，学习他
们临危不惧、许党报国的牺牲精神，立足本
职，苦干实干，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自治区党委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建设
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19年6月30日）

日前 ，由呼和浩特市委
主办，由市委组织部、宣传
部、市广播电视台、市民族演
艺集团共同承办的《榜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呼和浩
特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8
周年特别节目在内蒙古民族
剧院举行。在首府现代化建
设中，涌现出武汉鼎、巴根纳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
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系群
众、无私奉献，彰显了新时代
首府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
层党组织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摄

新华社北京 6月 30日电 7 月 1
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
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
根本任务，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
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
果。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得多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文章指出，要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
目标要求。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根据
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
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
出来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

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主题教
育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党对新时代党员
干部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
的基本要求。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主题教育的领
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
要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指导，提高主题
教育质量。宣传舆论要发挥引导作
用。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实防止

“两张皮”。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李娜

6月12日，一场绵绵细雨让杜尔伯
特草原显得更加绿意浓浓，充满生机。

伴着细雨，记者跟随自治区派驻四
子王旗脱贫攻坚总队队员们走村入户，
坐炕头拉家常，倾听贫困户的心声。从
供济堂镇高氟地区安全饮水问题的解
决，到忽鸡图乡、库伦镇老弱病残贫困
户在“母羊银行”“庭院经济”中收获的
喜悦，再到各级扶贫干部扑下身子的作
风……一个个硬骨头正在被全力攻破，
杜尔伯特草原到处显现出一派不脱贫
摘帽决不罢休的氛围。

夯实基层组织 驻村工作队派硬人
四子王旗是我区19个少数民族边境

旗县（市）之一，31个国家级贫困旗之一，
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2014年以来，
累计识别贫困人口8443户20229人，贫
困嘎查村78个，其中深度贫困嘎查村13
个，贫困发生率11.7%。截至2018年底，
累计脱贫7339户17695人，退出贫困嘎
查村60个，其中深度贫困嘎查村3个，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1.47%。

为加强旗县脱贫攻坚工作，2018
年5月，自治区派出了厅局领导为总队
长的工作总队，自治区派驻四子王旗脱
贫攻坚总队入驻后，总队队员们走遍了
全旗的 13个苏木乡镇 121个嘎查村，
发现该旗因病因残致贫的比例较高，让
这些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关键还是
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让他们持续稳定
增收。同时，工作总队还发现，这里的
驻村工作队力量不强，有的想干事不会
干，有的“两头跑”，有的与包联单位不
在一个村，要想如期脱贫摘帽，必须加
强驻村工作队力量，只有夯实了基层组
织才能顺利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于是，总队提出调整建议，建议旗
委政府建立了问责和正向激励机制，调
整了60%的驻村工作队；工作中，总队

为了将督导工作落实落细，制定了“五
必看四必查”工作法，即对村两委班子
是否坚强有力必看、驻村工作队是否履
职尽责必看、驻乡镇督导组是否严督实
导必看、帮扶责任人是否发挥作用必
看、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实际情况必看，
扶贫档案资料必查，工作纪律作风必
查、群众满意度必查、帮扶成效必查。

同时，总队与旗脱贫攻坚指挥部开展
不定期专项督导，对脱贫攻坚情况进行暗访
督导，共收集到各类意见和问题137个，并
以督导函的方式下发到所在苏木乡镇，要求
举一反三，立行立改。总队还建议将区市旗
三级脱贫攻坚队伍进行整合，形成了紧密联
系通力协作的工作机制，此举得到乌兰察布
市委的肯定和支持。

该旗库伦镇朝克文都新村驻村第一

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马强，从2016年
就在这里开展驻村扶贫工作，工作扎实，
率先推广了庭院经济。该村115户贫困
户中因病因残致贫的有96户，这些贫困
户在政府的扶持下，家家发展庭院经济，
形成了人勤家兴旺的好风气。马强也因
此被提拔为该旗政法委副书记。

“总队的督查和指导为驻村工作提
供了可靠的遵循，责任明确、措施得力，
只要跟着干就行！”马强说。

截至目前，全旗已有16位驻村第
一书记因脱贫工作实绩突出，被提拔使
用，大大激发了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工
作积极性。

上硬措施啃硬骨头 饮水问题迎刃
而解

阿莫吾素行政村红山子新村是由
两个村合并后的移民新村，已建成的
49户农舍家家宽敞明亮。

走进牛荣、张文花的家，只见69岁
的牛荣尽管两膝弯曲、行走不便，但他
还是满脸的笑容。“大夫诊断说是氟骨
病，因为饮用氟含量超标的井水患上
的。今年年初起，镇政府陆续给我们安
装了净水器， ■下转第2版

坚决啃下贫困这块“硬骨头”
——记自治区派驻四子王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梁
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之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
织开展“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
勇担当”行进式主题采访报道。此
次主题采访活动于7月1日在大青
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启动仪式。

据悉，本次主题采访活动将持
续到8月上旬，覆盖全区12个盟市，
分西线、中线、东线3条采访线路。
西线将走访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
市、乌海市、阿拉善盟，中线将走访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
锡林郭勒盟，东线将走访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内蒙古日报、实践杂志、内蒙古广
播电视台将抽调骨干记者，组建集文
字采写、图片拍摄、音视频报道、网络
直播、新媒体产品制作于一体的全媒
体报道团队进行采访报道。并从7月
1日起，内蒙古日报、实践杂志、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在重要版面、新闻联播
节目统一开设“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
使命勇担当”专栏专题，陆续刊发并
播出相关采访报道。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
勇担当”行进式主题采访报道

今日启动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戴宏）
6月 30日上午，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团成立誓师大会在呼和浩
特市召开。

誓师大会开始前，全体参会人员
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激情高唱《我和
我的祖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布小林出席誓师大会并向内蒙
古自治区代表团授旗，标志着“十四
冬”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和“二青会”
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正式成立。

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代
表团团长郑宏范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指
出，要聚共识、凝合力，充分认识参加

“十四冬”和“二青会”的重要意义，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切实增
强做好备战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要守初心、担使命，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刻

苦训练，顽强拼搏，赢得比赛，让人生
出彩；要补短板、争一流，以最佳的竞
技状态和精神风貌迎接大赛，在赛场
上展示内蒙古运动员、展示内蒙古的
良好形象。他还对做好“十四冬”筹备
和推动冰雪运动发展提出要求。

誓师大会上，自治区体育局负责
人通报了“十四冬”和“二青会”备战情
况，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分别作了表
态发言。

“十四冬”和“二青会”是在我国肩
负奋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
北京冬奥会历史使命背景下举办的重
要赛事，是展示各省市综合实力和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平台。“十
四冬”我区在参赛人数和规模上实现
新突破，竞技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跻
身全国中上游水平；在已经开赛的“二
青会”上，我区已有616名运动员进入
决赛。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暨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团成立誓师大会召开
布小林向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授旗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戴宏）
为促进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蒙古
国各领域交流与务实合作，应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州长列夫琴科、布里亚特
共和国代主席米舍宁和蒙古国副总理
恩赫图布辛的邀请，6月 22日至 28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率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先后访问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
国和蒙古国。

在俄罗斯访问期间，布小林会见了
伊尔库茨克州长列夫琴科，双方共同签
署了关于开展经贸、科技、文化、人文和
社会领域合作的协议，出席了内蒙古呼
伦贝尔——伊尔库茨克旅游推介会。布
小林与布里亚特共和国代主席米舍宁就
两地区各领域合作进行会谈，推进建立
两地区政府间定期会晤机制。

在蒙古国访问期间，布小林分别
会见了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副总
理恩赫图布辛、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
桑吉米亚特布、外交部部长朝格特巴
特尔、国防部部长兼红十字会会长恩
赫宝勒德、矿业与重工业部部长苏米
亚巴扎尔、教文科体部副部长冈巴亚
尔、工商会会长阿木尔图布辛等。双

方围绕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就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加强内蒙古自治区与蒙
古国基础设施建设、口岸互联互通、跨
境旅游发展、人文领域合作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交流与磋商。布小林出席了
中国内蒙古“一带一路·光明行”蒙古
国行动乌兰巴托之行启动仪式并致
辞，出席了应急救护、康复医疗设施捐
赠暨中国内蒙古红十字博爱苑项目揭
牌仪式，看望了在蒙开展义诊活动的
内蒙古医疗队；出席了2019中国内蒙
古·蒙古国投资贸易合作洽谈推介会
暨第四届乌兰巴托·中国内蒙古商品
展览会开幕式并致辞，见证双方相关
协议签署；出席了在蒙古国家博物馆
举办的大辽契丹——中国内蒙古辽代
文物精品展开幕式；出席并见证自治
区政府和蒙古国教文科体部关于蒙古
国学生到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协议、自
治区政府和蒙古国边防总局关于培训
技术人员协议的签订。

布小林一行还专程前往我驻蒙古
国大使馆，与大使座谈。我驻伊尔库
茨克总领事出席有关活动，自治区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随同出访。

布小林圆满结束对
俄罗斯蒙古国的访问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之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将组织开展“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
使命勇担当”行进式主题采访报道。本报从今日起，开设“不忘初心再
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专栏，大力宣传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深入
报道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焕发全区各族人民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和接力奋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开
栏
的
话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