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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松绑减负 促干部担当作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

“基层减负年”工作综述

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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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
杨维汉 王琦）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庚
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
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
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常
务副主席陈晓光、民建中央主席郝明
金、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农工
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
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
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吕建、刘恒等应邀出
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已退出领导岗
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
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吕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他表示，2019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不
畏浮云遮望眼的胸怀掌舵领航，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定力稳健前行，带领国家创造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20年，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中国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加油助力。

在听取吕建致辞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强调，2019年是党和国家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大家一起团结
奋斗、一起攻坚克难，有付出也有收获，
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年来，中共中央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
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为
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2019年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确立70周年。一年来，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自觉维护
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团结一
心、锐意进取，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

展现了新的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扎实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回顾多党合作初
心，弘扬优良传统；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考
察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共中央
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
考。各民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脱贫攻
坚民主监督，加大定点监测、驻村调研
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
用。各级工商联持续开展“光彩行”活
动，踊跃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无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建言献策。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
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希望大家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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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汪洋韩正出席

本报1月 14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月 14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石
泰峰分别来到阿拉善盟代表团、鄂尔多
斯市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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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以实际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张慧兰、胡胜德、高银海、罗志伟、
万超岐和牛俊雁、李玉良等代表分别发
言，大家议报告、话发展、谋未来，就做
好有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石泰峰认
真倾听、不时询问，并与大家深入交
流。他说，那顺孟和同志代表自治区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主题鲜明、

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是一个高举旗帜、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好报告。

石泰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
代内蒙古发展寄予厚望，对做好内蒙古
工作给予精心指导。我们要坚定坚决、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
别是要探索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既是践
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也是推动事
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阿拉善盟代表团审议时，石泰峰
强调，阿拉善盟要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上聚焦发力，突出抓好重点区域和点位

的综合治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
的干扰破坏。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上聚焦发力，优化经济布局和资源配
置，下大气力抓好产业延伸升级，做大
做强旅游产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要
在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上聚焦发
力，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
的现实问题。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上聚焦发力，自觉肩负起筑牢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的政治责任。

在鄂尔多斯市代表团审议时，石泰
峰强调，鄂尔多斯市要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打头阵、树样板、作示范。要把发
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拿出更大的气
魄、更大的力度在创新上搞突围、找出
路。要加强与发达地区和国内外科研
院所、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合作，吸引集
聚更多的创新资源要素。要打造良好
的创新生态，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
主体作用，激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加快成果转化。要着力做好现代能
源经济这篇文章，向高质量、高效益聚
焦发力，大力推动资源转化增值、促进
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要抓好沿黄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下大气力解决好突出环
境问题，力争取得更大治理成效。

石泰峰在参加阿拉善盟代表团和鄂尔多斯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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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章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14日在内蒙古人民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波主持会议。大会执
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彦苓，大会执行主席张佰成、于立
新、冯玉臻、罗虎在、牛俊雁、史万钧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石泰峰、布小林、李秀领、林少春、王莉霞、马学军、张
院忠、白玉刚、杨伟东、张韶春、段志强等自治区领导以及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自治区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531人，出席本
次全体会议的代表511人，符合法定人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顺孟和向大会作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那顺孟和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一年来，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同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对标对表，紧扣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工
作部署，紧扣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紧扣厉行法治、推进
全面依法治区，认真行使法定职权，全年制定、修改、废止
地方性法规24件，批准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25件；听
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22项，对6部法律法规进行执法检
查，开展执法调研和专题调研6项；认真办理13件代表议
案，736件建议全部办结并答复代表；作出决议决定6件，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03人次，人大工作实现了创新发
展，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那顺孟和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工作
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依法履职，主动担
当，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根
本政治制度作用，依法保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作出人大贡献。

那顺孟和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着力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紧扣重要领域立法，着力
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紧扣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重大民生关
切，着力增强监督实效；紧扣深化和拓展新时代人大代表
工作，更好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四个方面阐述了2020年的
主要工作。他说，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对制度充
满自信，对道路无比坚定。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矢志不渝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奋力开创人
大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向大会作内蒙古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杨宗仁说，2019年，全区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法工作、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自
治区党委决策部署， ■下转第3版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戴宏）
1月 14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成员61人，出席本次会议的58人，
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石泰峰主持
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那顺孟和、王
波、吴团英、李荣禧、廉素、张院忠、和
彦苓、施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杨伟东作的关于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补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人选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内蒙古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主席团提名的自治区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候选人名单》，决定将通过后的名
单印发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二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戴宏）
1月12日和1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主席布小林看望参加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的特邀界港澳委员，参加使
用蒙古语发言的委员和少数民族界委员
讨论，认真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港澳委员畅谈了对内蒙古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的感受，表示将积极参与内
蒙古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等领域

建设。布小林介绍了自治区三大攻坚
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展情况，她
希望大家关心、支持和参与内蒙古的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内蒙古加快走
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讨论中，恩和巴雅尔、布仁巴雅尔、
娜布其玛、乌兰图雅等使用蒙古语发言
的委员， ■下转第3版

布小林参加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部分界别讨论

听取特邀界港澳委员使用蒙古语
发言的委员少数民族界委员建议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月14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十次常委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政协主席李秀领主持会
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中和、罗志
虎、董恒宇、郑福田、常军政、其其格，
政协党组成员魏国楠及秘书长狄瑞明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

会关于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草案），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草案），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选举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事
项。

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十二届政
协第31次主席会议，听取小组讨论情
况汇报，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文件。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十次常委会议召开
李秀领主持

1月14日，习近平、汪洋、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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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种、夏
管、秋收、冬闲”曾是北方农村生活的
真实写照。现如今，放眼兴安盟大地，
一幅幅紧张忙碌的“冬忙图”随处可
见，农民群众一改冬日窝家做“闲农”
的习惯，或发展养殖业，或到村里合作
社打工，正在用汗水浇灌收获，忙着致
富奔小康。

“我上个月领了2600元工资！以
前这个时候通常是在家闲待着，现在
村里有了企业，不用出远门就能挣到
钱了。”正在兴安盟众鼎生态农业公司
大棚基地里修剪火龙果的村民宗桂香
高兴地说。2019年她仅在大棚基地
打工就收入23400元，买的两头驴也
已产下驴驹，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对于科右前旗大石寨镇建华村连
喜粗粮加工小厂来讲，眼下是他们最
繁忙的季节。

“前阵子为了包豆包加班加点地

忙，累得腰酸背痛，但忙得挺带劲儿。”
已是第二年到扶贫车间来务工的贫困
户金迎花虽然忙也幸福着，月工资
2000多元让她倍感欣慰。

“扶贫车间的建设，不仅帮助贫困户
学会一项技能，还让他们谋得一份工作，
最为重要的是找到了脱贫的途径。”科右
前旗大石寨镇副书记王永健说，小厂不
大但却将全村绿色杂粮、杂豆及其加工
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电商平台等销往
全国各地，还有20名贫困人口享受资产
受益式分红，每人年收益1000元。

同样，对于科右前旗居力很镇兴
隆村村民崔辉军来说，这个冬季最
忙。随着春节的临近，肉鸡、鸡蛋需求
量不断增加，年初购进的600只鸡已
售出530多只，余下的这60多只鸡要
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全部送到订购户
手中。 ■下转第4版

兴安大地“冬忙图”

■详见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