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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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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一场瑞雪，内蒙古大地银装素裹，一派清新苍茫的冬日景
象。

一次盛会，互学共建的广阔平台，人文交流焕发出勃勃生
机。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充满活力的呼和浩特再次吸引世
界目光，为期 3 天的 2019 世界马文化论坛在这里举办。来自
30 多个国家马产业权威机构的行业领袖及授权代表和中国马
业界翘楚展开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内蒙古源远流长的马文化
和朝气蓬勃的马产业受到国际关注。

论坛开幕式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保护组织、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发来贺信，与会代表也发表了一段段
热情洋溢的致辞——

“这次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的马文化对话盛会，将在人
类马文明交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世界马文化论坛来到呼和浩特，是展示挖掘马文化深刻内
涵和独特魅力、推动马文化繁荣、加快马产业发展的难得机会。”

30 个参会国国旗在开幕式依次入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响
彻会场。这一刻，精彩灿烂的世界马文化汇聚于中国，内蒙古
的马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游牧民族世代交往和生息繁衍中，内蒙古逐渐形成养
马、育马、驯马、赛马的传统，积淀了深实敦厚的马文化底蕴。
与论坛同期开幕的中国鞍马文化展为嘉宾们具象化细节化呈
现了中国的马文化，300 多件辽金元明清时期的马鞍具，再现
了马具起源、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制造工艺，为人们讲述着人与
马和谐共生的历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
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蒙古马精神已经
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源泉。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蒙古马精神的世界意义”“科学
技术与现代马产业”“马文旅之融合发展”“尊重马文化多样性”
4 场分论坛如期举办。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马产业的影
响、蒙古马精神蕴含怎样的人类共同价值、马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探索等内容的交流探
讨，为世界马文化发展提供方案，为内蒙古进一步发展马产业、传承马文化勾画愿景。

马产业投资人夏阳在“马文旅之融合发展”分论坛中作了题为《因地制宜 开发
利用中国现有马资源》的演讲，他认为，内蒙古具备发展马产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和人
文历史底蕴，通过打造品牌赛事、开发马主题旅游、围绕产业对马匹进行改良提升等
方式，可以提升马匹价值，盘活内蒙古马资源。在“尊重马文化多样性”分论坛中，各
国的特色马种介绍和多样的马文化讲述引人入胜。俄罗斯马术协会障碍赛项目官
员库佐夫列夫说：“论坛让我收获了专业、有效的交流，为我们今后培育更优质的马
匹、举办更优质的比赛提供了丰富的想法和经验。通过论坛，我们对内蒙古的蒙古
马也有所了解，拥有强大生命力的蒙古马绝对是世界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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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文化论坛侧记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11 月 29 日，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我区
积极完善和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创新工
作机制，推进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
定。1-10 月，城镇新增就业 23.74 万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8%，提前
2 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我区出台了《关于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
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
业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了《自治区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1 年）的通知》《内蒙古自
治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

划（2019－2022 年）》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
度。积极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千
方百计促进就业，组织了春风行动、
民营企业招聘周、京蒙和周边劳务对
接、人才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公共就
业服务。同时，聚焦农牧民工、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积极拓宽就业创
业渠道，搭建供需平台，落实扶持政
策，并着力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
训和创业培训，推进有培训意愿的农
牧民掌握职业技能，实现转移就业。

下一步，我区将重点抓好政策落
实，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职业技能培
训和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全力稳定
和扩大就业。

我区提前完成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任务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 日电 （记
者 韩继旺）记者从乌拉特海关获悉，
截至 11 月 22 日，甘其毛都口岸年内进
口货运量首次突破 2000 万吨大关，达
到 2008.79 万吨，同比增长 12.3%。

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与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图口
岸相对应，是蒙古国矿产资源外运最经济、
最便捷的通道。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高水平扩大对外
开放的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以甘其毛都口岸开发开放为重
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成立了正处级
建制的口岸管委会，组建了市进口煤炭加
工企业协会，建成投运了“七进七出”货运
通道、智能卡口等一批基础设施，口岸仓储

物流、通关查验能力进一步提升，口岸进出
口货运量节节攀升，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跃
居全国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2018年，
甘其毛都口岸完成货运量 1908吨，占全
区口岸对蒙货运量的32%；完成进出口贸
易额 233.9 亿元，占全区对蒙贸易额的
71%，占中蒙贸易额的43%。

目前，甘其毛都口岸贸易逐步趋向
多元化，由单一对蒙进口矿产品向输出
电力、风电设备等清洁能源和采矿机
械、基建材料、生活物资等领域扩容和
外延，同时也成为中蒙俄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文和体育交流的新通道。截
至 11 月 22 日 ，今 年 口 岸 出 口 货 运 量
57.23 万吨，出口商品主要为非公路用
自卸车、电力和研磨球等。

甘其毛都口岸年进口货运量
首次突破2000万吨

□本报记者 刘宏章

11 月 28 日下午，自治区宣讲团成
员、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高志明来到阿拉善左旗额鲁特街道安
达社区，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街道社区的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围
坐一起，共同聆听了宣讲并进行了互动
交流。

“国家在养老服务建设方面有哪些
新措施？”“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完善
社会保障方面还有哪些新亮点？”“结合
全会精神阿拉善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上
如何做？”⋯⋯针对社区居民们普遍关
心的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等问题，高志
明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用通俗易
懂、朴实生动的语言进行了一一解答。
交流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解答博得阵
阵掌声。

“宣讲内容精彩，通俗易懂，增进了

我对全会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基
层党务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学深悟透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抓党建促民生服
务，充分调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党
组织的积极性，把社区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和驻区单位党组织的人才、智力、资
源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加强社区党
的建设，共同解决社区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居
民群众。”额鲁特街道安达社区党委书
记、主任李若帆聆听宣讲后表示。

安达社区干部王惠说：“宣讲让我
加深了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
和把握。作为 80 后的年轻干部，要深
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

“今天在社区听了宣讲团的报告，
深有感触，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要时刻
发挥退休不褪色的精神，继续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70 多岁的老党员王
廷永激动地说。

学深悟透全会精神
让发展成果惠及居民群众
——自治区宣讲团走进阿拉善左旗社区

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姜峰 摄影报道

11 月 27 日，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
一群脚踩雪板的“冰雪少年”吸引了人们
的目光，冲下、回转、急停，潇洒飘逸的滑
雪动作让围观群众啧啧赞叹。

他们是扎兰屯 U 型场地滑雪队队员，
平均年龄16岁。“十四冬”进入倒计时以来，
队员们刻苦训练，积极备战。

扎兰屯 U 型场地滑雪队于 2011 年组
建成立，2015年正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冬
季运动项目专业队伍，先后参加过全国单板
滑雪U型场地锦标赛、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
地冠军赛。在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滑
雪队分别获男女团体第八名好成绩。

“希望在‘十四冬’比赛中发扬蒙古马
精神，再创佳绩。”教练李莉说。

据领队王艳玲介绍，滑雪队现有在国
家冬季项目管理中心注册队员 18 人，其
中 3 人入选国家青年队，5 人选送哈尔滨
体育运动学院高水平训练中心集训。在
即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
滑雪队预计将有 10 名队员代表内蒙古自
治区参加单板 U 型场地滑雪、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单板滑雪追逐、单板滑雪坡面
障碍、单板滑雪大跳台 5 个项目的比赛。

雪场追风备战“十四冬”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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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
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
局。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
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
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集聚度、
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
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意义重大。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
署，编制本规划纲要。

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 35.8 万平方公
里）。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
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
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
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
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
州、宣城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
质量发展。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
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面积约 2300 平方公里），示范
引 领 长 三 角 地 区 更 高 质 量 一 体 化 发
展。以上海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与国际
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长三角地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
据。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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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本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赵丹）
为期 3 天的 2019 世界马文化论坛于 12
月 1 日在呼和浩特闭幕。全国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亚平，2019
世界马文化论坛主席、中国马业协会会
长贾幼陵，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
市委书记王莉霞出席闭幕式。自治区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出席并进
行总结发言。

白玉刚说，本次论坛邀请到来自 30
个国家、8 个国际组织的 330 余位代表，
与会嘉宾围绕“中国马文化与世界马文
明”的论坛主题和 4 个分论坛主题，为马

文化、马科学、马赛事、马旅游、马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2020
年，内蒙古将举办内蒙古马赛和第二届内
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真诚邀请嘉宾们
再次来到内蒙古，共同为推动世界马文化
发展，建设人类美好家园而努力。

闭幕式上，论坛组委会为来自土库
曼斯坦、法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
的代表颁发了首批“中国·内蒙古马文
化交流友好使者”聘书，发布了《2019
世界马文化论坛之呼和浩特宣言》，还
为呼和浩特颁发了“世界马文化之都”
的牌匾。

2019世界马文化论坛
在呼和浩特闭幕

任亚平出席

队员与教练交流动作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