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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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郭俊
楼）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5月
21日在北京开幕。出席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的26名住我区全国政协委
员已于5月19日下午全部抵达北京。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赴
京前，委员们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社情
民意，精心撰写提案，为参政议政、建
言献策做了充分准备。

“今年的两会是在特殊时期召开
的重要会议，我们政协委员一定要把
这次会开好，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及时传达到我们所联系的群众中。另
外，我们今年的提案要有针对性，就疫
情和当前经济更好发展等提出有针对
性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内
蒙古工业大学教授邢永明说，此次他
准备了关于支持高铝煤炭资源循环利
用的提案、关于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
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提
案。

作为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全国

政协委员、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徐睿霞
说，结合工作实际和调研情况，她重点
就基层疫情防控方面准备了提案，如
关于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提
案、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救治体
系建设的提案、加强疾病预防控制物
资储备保障体系建设的提案等。

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云治厚告诉记
者，他精心准备了几件提案，其中有关
于优化人事招聘考试，消除制度性就
业歧视，促进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的
提案。

杜明燕委员重点围绕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生态建设、社会
民生保障等方面准备了多个提案；咏
梅委员希望在全国两会上为蒙医药、
中医药发展和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出
一份力；阿拉坦仓委员准备为推进民
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落实建言发声……
承载着全区2500多万各族群众的嘱
托和期盼，委员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辱
使命，不负重托，履行好职责使命，展
现好新时代政协委员的担当作为。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抵京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实习生 郭羽

“辉腾梁六月天，早晨冻死一头牛，
72把刀紧剥慢剥，到中午臭了！”这句广
泛流传的谚语，生动描述了乌兰察布辉
腾梁草原变化莫测的夏天温度。

乌兰察布市委办驻村工作队、驻村
第一书记王衡所驻的察右中旗科布尔镇
永和村，就位于辉腾梁草原东端深处。
绵延的大山深沟，把永和村的6个自然
村分割成6个不足30户的小山村，最南
端的南壕堑村更是位于沟底，与山顶有
近50米落差。通往外界的砂石路崎岖
蜿蜒、高低不平，难怪王衡驻村的第二年
就把自家轿车换成了长城皮卡车。

这辆车跟随王衡翻山越岭，找回过
丢失的马群，为村民拉过牛羊，也为村
民搬过家……皮实的皮卡跟着王衡也
不皮实了，每年得换八九个轮胎。皮卡
的艰辛印证了王衡的艰辛，也印证了永
和村摘穷帽的艰难。

从“炕头支部”到“阵地支部”
“住没住处，路没路，什么都没有，

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村民们对我们也不
信任。来了第二天就跑回去了，去单位
和领导说想换换，结果又被送了回来！”
王衡回忆起2016年，他第一次到永和
村的情景时说，“我心想村委会起码得
有面国旗吧？可是，进村一路问，最后

停到了两间土房前。村民说这就是村
委会，推门一看，一盘土炕、一个锅台的
两间‘土房’，就是整个村委会。”

接着是走村入户的调研。贫瘠的
土地、村民们渴望的眼神，触动了王衡
的心，他决定留下来，领着村民干出个
名堂来。

永和村党支书张占全提到了党员
的思想转变，很是佩服王衡书记，他说：

“自王书记来了以后，天天带着我们入
户走访，积极帮助建设两委阵地，制定
了一系列章程。2017年 5月，村里的

‘两委’搬进新建成的村委会，我们一下
子有了归属感。现在一上午不去村委
会，心里就感觉空落落的。”

如今，这个炕头支部在旗组织部的
支持下，新建了集办公、住宿、就餐、参
会、储存、停车为一体的村委会，占地近
700平方米，彻底变成了“阵地支部”，
村党支部已由“三类”升级为“二类”。

下足绣花功夫 让村民们住好吃好
永和行政村占地7万亩，全村耕地

9700亩，2016年时，全部为坡梁旱地。
初夏，走入永和村村民康贵标家

中，只见2间砖瓦房窗明几净，外间的
炕上堆满做奶食的工具；里间的小炕桌
上摆着2盘奶食，康贵标招呼大家：“快
尝尝我做的奶食。”

说起现在的生活，康贵标感慨不
已：“2016前，我家3口人仅凭30亩旱地
维持生活，遇上干旱年景颗粒无收；养了
2头牛也是骨瘦如柴，连闺女上学的钱
也打闹不出来。自驻村工作队、王书记
来了之后，给我们打了井，上了膜下滴
灌，我家30亩地全部变成水浇地了，又
承包了60亩水浇地，闺女上大学还享受
每年1万元政策补贴。”他接着“炫耀”：

“有了水浇地，就是好。去年，我种了60
亩葵花，颗颗均匀饱满，卖了个好价钱。
剩下的种了20亩草喂牛，还种了土豆、
莜麦等。养了9头奶牛，天天有上门收
鲜奶的，我还专门去科布尔镇学习了做
奶食，现在，奶食也卖得不赖！”

对照着“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王
衡带着“两委”班子成员马不停蹄走村
访户，坐在贫困户家的炕头上，了解他
们的需求。

就是这样与村民“零距离”的接触，

王衡盘算出一整套让群众满意、让国家
政策起到实效的方案，解决了“两不
愁”：多次协调扶贫办投入350余万元
资金，将4000亩旱地变为水浇地；新建
机电灌溉井13眼，铺设灌溉地埋管道
1.9万余米；协调扶贫办投入15万余元，
为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购买10头牛、200
只羊，以“扶一把，送一程”的原则，扩大
贫困户养殖规模；村民人均纯收入由原
来的3500元增加到7000元左右。

村民吃有了保障，安全住房仍是要
啃的硬骨头。2018年，他们天天沉在
村中，商讨如何解决村民住房问题。然
而，处于深山的南壕堑、厂汉不浪2个
村，仅修村路就得1000多万元。2个村
住户仅有40户，当时科布尔镇楼房每
平方米才1800元左右，40户全部搬到
镇子上需要 400 余万元，且就业渠道
宽。经过算账对比，王衡他们一班人决
定把这2个村整体移民到镇上。

于是，王衡跑部门、进城选楼，协调
发改委415万元资金帮助41户82人移
民到镇上；为了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有
收入，给这些贫困户每人1万元产业扶
持资金，通过集体经济每人每年享受最
低800元分红。同时，协调察右中旗住
建部门对五福堂、永和庆、黑沙图3个
自然村进行危房改造，改造危房户70
户，3个村120户常住户的住房达到“好
房亮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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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衡：许下承诺，就要兑现！

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报告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赵丹）聚焦内蒙古璀璨的
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内蒙古打出系列“组合
拳”。

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标识。内蒙古的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在一代代乌兰牧
骑队员的歌舞里，记载于斑驳发黄的蒙古文古籍中，蕴
含于格斯尔神奇的说唱里……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
产，在草原上代代相传，汇聚了内蒙古的优秀文化资
源，凝练出文化独有的魅力。

近年来，自治区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在经费保障、
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乌兰牧骑事业发展进行
支持。自治区实施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工程，颁布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健全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体系。我区已经搜集《格斯尔》艺人说唱资料1000
余小时，出版了《格斯尔》23万诗行和200余万字的多人
说唱资料。内蒙古大学起草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建设特色鲜明一流
本科教育的行动计划》，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最
大的蒙古学学科蒙古文图书收藏中心，对1720年御制
北京木刻版蒙古文《甘珠尔》实现了全文数字化。目前，
内蒙古正在筹划建设中国国际蒙古文文献图书馆。

为了不负总书记的嘱托，自治区将民族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的任务汇入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巨浪中，
满怀豪情地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详情见第5版）

内蒙古文化瑰宝绽放绚丽光彩

□新华社记者

引子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串联起人民领

袖同扶贫事业的不解之缘。
从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泱泱大

国最高领导人，40多年来，习近平同志
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贫困群众，始终把扶
贫使命扛在肩上。

早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他就带领
乡亲们打井、修淤地坝、修梯田、建沼气
池，向着“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的朴
素目标而奋斗。

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他扛着
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滹沱河，走遍全县
200多个村子，探索农村改革脱贫路。

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他几乎
走遍所有的乡镇，不断探索“弱鸟先飞”
的路子。

到了省里工作，他盯住对口帮扶，
推动“闽宁协作”在宁夏大地结出丰硕
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减贫事业
的历史高度，精心谋划中国精准脱贫工
作，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指引并躬
身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全国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村，连续
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
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汇报，连
续6年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连续6年
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出席重要活动或作
出重要指示，连续6年在新年贺词中强
调脱贫攻坚，连续7年在全国两会同代
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还多次回信
勉励基层干部群众投身反贫困斗争的
伟大事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自己所说：“40
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
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
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一）
看真贫的故事——“你们得让我看

到真正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
2020年春天，中国正处在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之下。
在带领全国人民奋力战“疫”的同

时，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还挂念着一
件大事。

3月 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
会议。为了既保障防疫安全，又能把党
中央精神准确、快速传递到各地区各部
门，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所有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中西
部22个省份一直开到县级。

座谈会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开门
见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也考虑过
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到地方去开，
但又觉得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个
月的时间，按日子算就是300天，如期
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
硬骨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必须
尽早再动员、再部署。”

向前看，300天！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千年
宏愿梦圆今朝，何其激越！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来路，又是
何等艰辛！

在最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征程上，中
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造出摆脱贫困
的一个个奇迹，立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

这是党中央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
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面对这一奋斗目标，他深感责任重
大——

“不能到时候，宣布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可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在贫困
线下。”

摸清贫困真实底数，做到心中有
数，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扶贫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便提出这个要求。

一个多月后，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
天寒地冻的太行山深处。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贫困户唐
荣斌此前见过最大的官不过是乡长。
那天，村支书顾润金来到唐荣斌家，说
上面要来人视察，但没告诉他来人是
谁。没想到来的竟是总书记习近平。

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唐荣斌紧
张得把准备了一宿的话全忘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考察目的是
“看真贫”。他强调，不管路多远、条件
多艰苦，都要服从于此行的目的。

总书记对当地干部说：“专程来这
里看望大家，就是为了解我国现在的贫
困状态和实际情况。你们得让我看到
真正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所以走
得远一点，哪怕看得少一些，是真实的，
才是值得的！”

家里几口人，兄妹几个，家里有几
亩地，收成咋样，农村合作医疗咋样
……看真贫、察实情，总书记一句一句
问得十分仔细。

灶台上的铁锅还冒着热气。总书
记揭开锅盖察看，只见里面蒸着馒头、
玉米饼子、红薯、土豆和南瓜。

唐荣斌老伴从锅里拿出一块蒸土
豆递给了总书记。总书记掰了一块放
在嘴里：“味道不错！”还让同行的人都
尝尝。

行程万里，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一个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家院落、田间地
头，一张方桌、几条板凳，体察百姓疾
苦，细辨贫困症结。像发生在骆驼湾村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二）
账本的故事——“扶贫攻坚就是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

十八洞村，湘西一座普通的小村庄。
阜平之行一年后，2013年 11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重要论述。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地处武陵
山脉腹地，是一个藏在偏僻幽静山谷中
的苗族聚居贫困村。总书记到十八洞
村那年，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57%。

村民石拔三清晰记得，习近平总书
记到她家中看望，坐下来同一家人算收
支账，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打算，察
看了她家的谷仓、床铺、灶房、猪圈，勉
励一家人增强信心，用勤劳和智慧创造
美好生活。

“他希望大家把种什么、养什么、从
哪里增收想明白，不要喊大口号，也不
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
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村民施成富回忆道。

2016年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审议
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们一边回忆
当时的情景，一边又算起增收账。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十
八洞村”，“现在人均收入有多少了？”习
近平总书记问。

“您当年来的时候是1680元，现在
已经增加到3580元。”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州长郭建群告诉总书记，十八洞
村百姓收入增加， ■下转第4版

习近平的扶贫故事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韩雪
茹）5月19日上午，自治区农牧业专题
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自治
区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振云就我
区“三农三牧”工作做了相关介绍。

内蒙古既是粮食生产大区，又是
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19
年，粮食生产实现“十六连丰”，是我国
13个粮食主产区和8个粮食规模调出
省区之一，常年调出粮食250亿斤以
上，居全国第四位；畜牧生产实现“十五
连稳”，肉类总产量达到264.6万吨，调
出150万吨以上，为保障全国肉类供给
作出贡献；奶牛存栏122.5万头，牛奶产
量577.2万吨，连续两年实现恢复性增
长。牛奶加工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产
值达到1655亿元，成为超千亿级产业，

牛奶产量、奶业竞争力和奶制品市场占
有率均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我区大力
开展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持续加强品种创新研发推广，积
极探索推进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迈出
绿色高质量发展坚实步伐。

为加快形成品牌集聚效应，全力
推进品牌强农强牧，今年我区将围绕
农畜产品16个优势产业带和11个产
业集群，坚持把“绿色、有机、原生态”
作为品牌核心价值，采取政府主导、企
业运作、市场运营等方式，让“内蒙古
味道”香飘万里。

发布会上，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
刘永志、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王
雨锋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详情见第2版）

自治区农牧业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把“绿色、有机、原生态”作为品牌核心价值

让“内蒙古味道”香飘万里

本报呼伦贝尔5月19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实习生 李光明）5 月
16日，呼伦贝尔上库力农场麦场晾晒
棚内一派繁忙景象。职工们给小麦种
子包衣、拌肥，凯斯450牵引气吹式播
种机正在抢播油菜，数名抽测员在田
间地头往返，抽查测量播种深度，对播
种作业严格把关，百余台作业机械安
装了机车作业智能终端，实时智能获
取油耗、作业质量等基础数据，为夺取
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自4月下旬以来，在呼伦贝尔垦区

的万顷沃野上，机车隆隆，人头攒动，
千余台播种机械、数万名职工投入到
春播生产中。

在特泥河农牧场，职工们正驾驶
着播种机精准地把燕麦草播进地里。
与往年播种不同，除种植常规作物老
三样小麦、大麦和油菜外，农场适时调
整种植策略，增加优质牧草、甜菜和中
草药等附加值高的作物。在苏沁农牧
场，大型播种机械在田间地头忙着加
肥、播种。大兴安岭农垦刚刚在甘河、
巴彦、东方红、 ■下转第4版

呼伦贝尔春光好
田间地头农事忙

5月19日，呼和浩特市清泉街社区居民获赠旅游景区免费门票。当日是中国
旅游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走进玉泉区清泉街社区，现场为社
区居民免费发放旅游景区门票 500余张，门票涵盖呼和浩特市多个景区。据悉，
呼和浩特市 24家文旅企业为 5·19“中国旅游日”提供了旅游优惠政策、打折措施
及门票赠送等活动。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景区门票免费送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