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第 3 版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通电话

习近平同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通电话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5-0002 邮发代号：15-1

今日4版

第25883期

2020年5月16日
庚子年四月二十四 星期六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5 月 15 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
困难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完成全年主要目
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
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
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
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

会议强调，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
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
有。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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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
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指出，今年下一阶段，要毫不放松常
态化疫情防控，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策要全
面强化。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
业保就业。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要确保实现脱贫攻坚
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要推进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围绕保
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要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5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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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
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
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
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
大精神动力。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
精神的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
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是具
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
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的伟
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也是我
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

文章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
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
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
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文章指出，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
未来，国家才有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更加自信自尊自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
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要适应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紧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开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文章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
望，也充满挑战。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
义感和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
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始终愿意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
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人民这个愿望是真
诚的，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
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
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
扩张。只有那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人，
才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胁。对中国人
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真诚愿
望和实际行动，任何人都不应该误读，

更不应该曲解。人间自有公道在！中国
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世界贡献更多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
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要担负
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
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永远保持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文章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
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
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
现梦想的步伐！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 5 月 15 日讯 （记者 施佳
丽）5 月 15 日，自治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系
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农牧业和林
草绿色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
特市召开。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
王雨锋、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
视员东淑华通报了内蒙古农牧业和林
草绿色发展取得的成效。

自 治 区 农 牧 厅 牢 固 树 立 新 发 展
理念，把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
化 统 筹 谋 划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扎 实 成
效。2019 年，我区农牧业绿色发展制
度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产粮又缺水”
的矛盾得到有效破解，产地环境进一
步净化，农牧业生态资源保护持续向

好 ，优 质 绿 色 农 畜 产 品 供 给 有 效 增
加 ，农 村 牧 区 生 产 生 活 环 境 明 显 改
善。

自 治 区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把 保 护 草
原、森林作为首要任务，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综合治理，大力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切实加强林草资源保护修复，持
续推进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防治，努力
实现沙不成害、风不成灾、水土不流
失、生态功能不降低，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奠定绿色基础。

发布会上，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
视员王雨锋、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
级巡视员东淑华、自治区农牧厅畜牧
局局长白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
沙造林处处长张根喜就有关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详情见第 2 版）

自治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农牧业和林草绿色发展
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 5 月 15 日讯 （记者 白丹）5 月 15 日上午，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呼和浩特举办王晓东、武汉鼎同志先进
事迹发布会，追授王晓东同志并授予武汉鼎同志“北疆楷
模”荣誉称号。

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马学军，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颁发北疆楷模证书和奖章。

发布会现场，播放了王晓东、武汉鼎同志先进事迹的
视频短片。王晓东、武汉鼎同志的同事、亲人、帮扶对象从
工作、生活等方面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感人事
迹。

王晓东同志生前系自治区派驻正镶白旗脱贫攻坚工
作总队副总队长，在正镶白旗工作期间，他克服痛风腿疾、
过敏性鼻炎，不辞辛苦、风雨无阻地进村入户，走遍了全旗
5 个苏木镇 78 个嘎查村，撰写工作日志、笔记 20 万余字，
全面细致地掌握了正镶白旗的脱贫攻坚情况。2019 年 8
月 23 日，王晓东同志在脱贫攻坚工作途中发生车祸，为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献出了宝贵生命。

武汉鼎同志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畜牧局的一名退
休干部，六十年来，他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兽医专业知识
和不断总结的扶贫工作经验，为广大贫困群众开展脱贫致
富工作。他先后深入全县 5 个乡镇和 30 多个偏远的自然
村，累计出资 25万多元，找项目、送技术，开展科技扶贫，如
今已是耄耋老人的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奔波于城乡之间，搞
宣传、送良种，传承弘扬扶贫济困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广
大党员干部以王晓东和武汉鼎同志为榜样，对党忠诚、牢
记使命、担当实干，主动践行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
作、无私奉献，努力争创一流业绩，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追授王晓东同志并授予武汉鼎同志“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一株五十七载的英雄树，
根须深扎在锡林郭勒的沃土。
你最能体察百姓之苦，
功夫全在下沉的深度。
你的大脑是一座记忆宝库，
盛满了方圆内的寒门贫户。
锹把化作拐杖，
支撑起剧痛蹒跚的脚步。
你虽已解甲退伍，
却依旧赤心如初，
你牵系着田间五谷，
你放不下栏边六畜。
多少顿咸菜泡面，
制成你的自费食谱。
多少座毡房泥屋，
变成你的乡间民宿。
二十多万字的扶贫日记，
凝固了亲民的质朴情愫。
抛舍身与家，
公私难两顾。
不求一己功成，
惟愿小康共富。
但见苍生俱饱暖，
笑慰忠魂丰碑矗。

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报告

本报 5 月 15 日讯 （记者 韩雪茹）今年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我区脱贫攻坚工作捷报频传：2019年，
实现14.1万贫困人口脱贫，剩余的676个贫困嘎查村全部
出列；今年，最后20个国贫旗县宣布退出贫困旗县序列，我
区贫困旗县实现“清零”。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全部完成改造，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保障范围，易地扶贫搬迁、贫
困人口危房改造和安全饮水工程任务全部完成。具备
条件的建制村都通了硬化路，所有贫困嘎查村都通了动
力电，超过 99%的贫困嘎查村通了宽带和光纤。

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有劳动能力、有就业
意愿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全

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019 元
增加到 2019 年的 10473 元。

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产业扶贫、旅游扶
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等快速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通过实施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举措，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文
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渠道明显
增多，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总攻和决战的紧要关头。我区
各级党委、政府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精准定
策施策，争分夺秒狠抓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
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详情见第4版）

内蒙古脱贫攻坚捷报频传

一个人，一辈子，热恋一方水土。
清水河，韭菜庄，老牛坡，暖水湾。
山路间一串串车铃，
连起了平原、丘陵、河谷。
胸腔里一簇簇火苗，
点燃了童真、青春、暮年。
总想着让乡亲们吃饱饭，
却忘了自家不满的粗瓷碗。
时常张开公益的翅膀，
犹如撑开遮风挡雨的大伞。
你的卫生箱，
护佑生命，人畜平安。
你的良种清单，
改写了春耕秋收的亩产。
你的捐资善款，
擘画出孩子们的命运成绩单。
你的科普学堂，
让梦想成真、让知识变现。
你的扶贫工作室，
用案例说话、用事实点赞。
60 年拔掉穷根的执着信念，
催生出永不言弃的炽热情感
纵使青丝如霜、躬背已弯，
却从未让奋进的步履减速放慢。
鼎，是誓言之鼎。
汉，是阳刚之汉！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

□本报记者 郭俊楼

“我是学医的，就想着能用自己的
专业所长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帮到更
多的人。”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咏梅
说。她口中的“做事”，就是要做好治
病救人和建言献策的工作。

咏梅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全科
医疗科副主任，也是国医大师吉格木德
教授的临床学术继承人。她潜心学习老
师的诊病技巧、仁爱医德，在门诊就诊
的患者常被她细致耐心地问诊、答疑和

亲切温暖的嘱咐感动着。她常对她带的
学生和年轻医生说：“预防大于治疗，问
得越多越细，诊断的准确率就越高，病
人走的弯路、花的钱也就越少。对待每
一位患者要像待自己的朋友一般，要有
耐心、爱心、责任心，还要细心。”

虽说医务工作经验丰富，但在政
协战线上，咏梅是一名“新兵”。2 年多
来，在自治区两会上，在政协的不少培
训学习、考察调研活动中，总能看到她
的身影。为了能够提交贴近实际、内
容厚实的提案，她深入走访调研，倾听
基层声音。 ■下转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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