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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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5 月 6 日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
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向湖北等
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督促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
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
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
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

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
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三项重点，下最
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
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
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
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

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
松、歇一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
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
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
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
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省
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
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
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
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
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
系。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
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
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
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 5 月 6 日讯 （记者 刘晓冬）5
月 6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
真研究涉及自治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有关重大问题，安排部署加强文物保护
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认真总结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践，加强对涉及
自治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重
大问题的研究，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要结合研究谋划“十四
五”发展，进一步吃透区情、找准问题，抓
实重点任务，完善战略布局。要深入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坚持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和
投资关键作用并举，促进需求与供给有效
对接、消费与投资更好结合，为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查找我
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加快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调动好各类企业创新发展、攻坚
克难的积极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良性
循环、安全运行。要立足我区地广人稀、
东西跨度大的实际，完善城市化战略，搞
好合理布局，构建多中心带动、多层级发
展、多节点支撑的城镇化格局，大力转变
城市发展方式，注重内涵发展，推动精明
增长，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要
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切实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力度，突出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
不断优化科技产出结构，增强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着力减少人
类活动、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和破
坏，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从这次疫情
中吸取教训，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着力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及文物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物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文物保护
意识，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
念，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严格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要认真反思和整改我区文
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文物保护特别是重点文物保护情况调研排查，
一个文物一个文物研究完善保护方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认真推进落实。要认真
贯彻“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的重要要求，切实做好受损文物修复
工作。要坚决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保护
是前提，在有利于保护的基础上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各地推进文化旅游业发展，
必须坚守文物保护这条红线，决不能重利用、轻保护，决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任
性乱为，决不能以修缮保护的名义改变文物的本来面貌和特征，有关部门必须严
格加强监管。

会议还对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经济社会发展

有关重大问题和文物保护工作

石泰峰主持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晓琴

今年热得早，立夏前气温就上来
了，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

“再有一会儿，300 亩玉米就种完
了。”梁忠厚擦了擦汗。

他停下三轮车，走近地膜玉米播
种机，看了看玉米种子够不够用。然
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大家身后，豆
大的汗珠顺着黑瘦的脸滴在泥土里。

梁忠厚今年 57 岁，是呼和浩特市
和林县大红城乡万裕号村的村民。8
年前，他靠打点儿零工种点儿地，日子
还过得去。没成想，2012 年的一场车
祸，让他的右腿落下残疾，看病花了不
少钱，还欠下六七万元外债。那一年，
他靠双拐走路，失去了劳动能力，与

70 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2016年，梁忠厚被识别为贫困户。

随后，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接踵而至：
享受危房改造政策，搬进了砖瓦房；享
受低保和残疾补助，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享受生猪代养政策，有了收益分红⋯⋯

大家都说，梁忠厚这下好过了。
可梁忠厚觉得贫困户的帽子戴在

头上不光彩，他到处寻找机会，要摘掉
这个“贫困户帽子”。

“国家扶贫政策好，但不能全靠政
府，自己得做点儿啥。”生活有了着落，让
梁忠厚生出了一心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听说藜麦营养价值高，市场前景
好。于是梁忠厚整整一年一瘸一拐地
奔波于山西各地，他惊喜地发现万裕
号村的气候适宜藜麦生长。

2017年，梁忠厚试种了20亩藜麦。

秋天，在乡政府“牵线搭桥”下，梁
忠厚的藜麦很快就卖光了。当年，除去
人工、机械开支，他还还了2万元外债。

梁忠厚乐了。
2018 年，尝到了“甜头”的梁忠厚

要扩大种植规模，他流转了村里 580
亩土地，准备种植藜麦和小杂粮。他
想把日子过得更美。

然而，奋斗出个美光景从来不是
一蹴而就的。

买种子就把家里的钱花光了，眼
看谷雨快到了，没有化肥农药，这地咋
种？好几天梁忠厚眉头紧锁，犯了愁。

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
时任大红城乡党委书记的云月清

找上了门，通过乡政府帮忙协调，帮他
贷了 2 万元的贴息贷款。50 亩藜麦不
误农时种进了地里，530 亩种上了小

杂粮和玉米、油菜。
老母亲看着他苦累，劝他：“咱有政

府给的钱，省点也够花，你生打生种下这
么多，又手不到脚不到，赔了可咋办？”

“村支书这么支持咱，乡里领导这
么帮咱，怕啥？”梁忠厚却打定了主意
要试一试。

于是，种、管、收全靠雇佣劳动力，
梁忠厚的藜麦在万裕号扎下了根。

5 月份种下，不长时间，藜麦和小
杂粮嫩苗齐刷刷地破土而出，梁忠厚
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原本黑瘦的
他又掉了好几斤肉。

有了第一年的种植经验和销售市
场，梁忠厚的藜麦和小杂粮供不应求。
年底一算账，收入 7 万多元。他把剩余
的外债全部还清，还结余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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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忠厚脱贫记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伟大奋
斗精神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传承和
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激励和鼓舞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自强不息、拼搏进取，
奋力推进我区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骏马的能力在于力量，人的力量
在于意志。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

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经历怎样
的曲折坎坷，蒙古马精神始终是激励
草原儿女为家乡、为祖国的繁荣发展
奋 斗 不 息 、开 拓 进 取 的 伟 大 精 神 力
量。回首走过的路，正是靠着蒙古马
精神这种不懈的斗志、不屈的毅力、不
倦的韧性，内蒙古从百废待兴到今天
昂首阔步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
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乘风破浪，战胜了
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实现了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

“ 建 设 国 家 需 要 万 马 奔 腾 的 气
势，推动发展需要快马加鞭的劲头，
开拓创新需要一马当先的勇气。”在
以昂扬之姿奔向宏伟目标进程中，蒙
古马精神在继承草原儿女艰苦奋斗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与改革创新、锐
意发展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融入到
了全区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我
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扎实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弘扬

蒙古马精神，对于传承和发展优秀民
族文化具有重大时代意义，能够巩固
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
基础，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蒙古马精神一往无前、奋
发图强的勇气和魄力，能够凝聚全区
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精神合力和团
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助推经济社会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下转第 2 版

始终高扬蒙古马精神风帆
本报评论员

本报赤峰 5 月 6 日电 （记者 相
恒义 徐永升 赵元君）近日，赤峰市
委、市政府与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
公司在赤峰市召开项目对接会，就启
辉铝业氧化铝项目进行深入对接。这
个总投资 170 亿元年产 650 万吨的氧
化铝项目，将行业内氧化铝生产的新
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全部应用在项
目中，采用世界上先进成熟的拜耳法
生产工艺，可大幅节能降耗。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全球铝行业的标志性项
目。

氧化铝项目是赤峰市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今春，全市总
投资 1500 多亿元的 308 个项目集中
开复工，全市上下形成了大抓项目、大
上项目、大建项目的热潮。“在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上，既要‘八仙过海，各
显其能’，又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路子，守住生态安全的底线，绝
不能捡到筐里就是菜！”在赤峰市委书
记孟宪东看来，只有让生态高颜值与
经济高质量协同并进，才能实现美丽
与发展共赢。

尊重自然，生态底色更浓厚。4 月
28 日，三座店水利枢纽中心城区引供
水工程全线贯通，并开始充水调试。
为保障工程安全可持续供水，赤峰市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思
路，今年将投资 1.46 亿元，实施三座店
水库周边及上游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清理河道垃圾 10 万吨，建人工
湿地 4 平方公里，生态隔离带 11 平方
公里。 ■下转第 2 版

项目建设点燃绿色发展新引擎

5 月 4 日，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新华书店里阅读。“五一”小长假期
间，不少市民走进书店，品味书香。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假日觅书香

5 月 6 日，管理人员正在呼
和浩特市金盛快速路北段桥体
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及技术
指导。据了解，金盛快速路提
升改造工程坚持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平稳有
序推进项目复工。该路段计划
今年年底实现通车。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紧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