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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
重要指示表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
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
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
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

的重要成果。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
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
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强调，当前，脱贫攻坚已经
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越到紧要关
头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

响，集中力量啃下脱贫硬骨头，多措并
举巩固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

毛南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
治县，全县有毛南族6.45万人，占全国毛

南族总人口的约70%。2019年底，环江
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1.48%。2020年 5
月，环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综合全国毛
南族脱贫情况，毛南族已实现整族脱贫。
近日，环江县毛南族群众代表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族实现脱贫的喜
悦心情，表达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再接再
厉建设好家乡的决心。

习近平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
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中共中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
负年”，着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我国发展
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再叠加疫情影
响，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难度更大，
更加需要以优良作风狠抓工作落实。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强调
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

风保证。这部《论述选编》的出版发
行，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有
关重要论述，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筑牢克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政治根基，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书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为
开卷篇，分9个专题，收入有关重要论
述 182 段，摘自习近平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期间的讲
话、报告、指示、批示等7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许多重要论述是首次公开发
表。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出版发行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梁亮）
5月20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六十七次新闻发
布会，通报全区复工复产情况。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高世勤作主题发布。

会议指出，3月底全部市场主体实
现应复尽复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点产业链、
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
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
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的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疫情防
控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足额兑现各项政策，基本实现
重点企业复工达产，经济企稳回升。

目前，我区提振消费集中行动、企
业库存消纳集中行动、推进重大项目
开复工集中行动、精准提供金融服务
集中行动、落实支持困难中小企业政
策集中行动、重点问题建议集中办理

行动“六大集中行动”成效明显。组织
编制了《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政策
汇编》，梳理“高含金量”政策112条，
现已兑现政策 148.15 亿元。进入 4
月，扣除季节性和长期不开工企业，全
区农牧业龙头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开复工率超99%，连续保持稳定，重
点企业复工达产已基本实现。下一步，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
明电［2020］14号）要求，自治区将按照
相关技术指南，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
下，开放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式娱乐
休闲场所，举办必要的会议、会展活动，
并继续推动实施“六大集中行动”，力争
实现全行业复工达产。

发布会上，自治区交通厅、自治区
能源局、内蒙古税务局、人民银行呼和
浩特中心支行主要负责人回答了记者
提问。 （详情见第3版）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第67次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区复工复产情况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立夏之后，锡林郭勒草原迎来两场
有效降雨，放眼眺望，草原深处已是绿
意朦胧。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苏尼
特右旗赛汉塔拉镇哈登呼舒嘎查牧民
钢特木尔站在羊圈旁高兴地说：“熬过
了苦日子，好日子就有奔头了！”

在锡林郭勒，牧民们盼来了好年
景，真正的好日子更是指日可待。

进入5月，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
有7个月时间。此时，地处祖国北疆的
锡林郭勒盟100多万各族人民众志成
城，攻堡垒、拔穷根，向着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勇往直前……
2.2万户 5.2万人——这是锡林郭

勒盟2014年时贫困人口总数；
75户141人——这是6年来，锡林

郭勒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攻城拔寨、步步
为营后剩下的贫困人口数。

6年间，让5万多名贫困户脱贫，8个
贫困旗县全部摘帽，228个贫困嘎查村全
部出列，贫困发生率由7.12%降至0.03%。

人口基数只有100多万的锡林郭
勒，各族草原儿女携手奋斗、挥洒汗水，
创造出诸多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新措

施、新方法，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

2019 年 7 月，一种新型扶贫模
式——扶贫车间落地锡林郭勒盟脱贫
攻坚战主战场——太仆寺旗，昌鑫旺有
限责任公司将编织袋加工环节嫁接到
宝昌镇向阳村的扶贫车间。

由于扶贫车间在村里位置适中，且
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不大、管理灵活，
很适合年龄偏大、劳动力弱、无法外出
务工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65岁的贫困户耿树梅说，上了年

纪，重体力活儿干不动了。但踩缝纫机
不是问题。现在，在扶贫车间就业后，
每个月能有2000元的收入。家门口上
班，这个厂子办得好！

扶贫车间是太仆寺旗产业扶贫的
创新措施。目前，已有20个扶贫车间
在太仆寺旗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嘎查
村“落户”，加工产品包括熟食、服装、足
球、灯笼等。扶贫车间激发了贫困群众
的内生动力，2019年，太仆寺旗共减贫
2096人。

锡林郭勒盟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该盟曾经的8个贫困
旗县均结合区域特点，编制了“菜单式”
产业扶贫方案，落实了项目补贴政策和
标准。 ■下转第6版

锡盟6年间贫困发生率由7.12%降至0.03%

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报告

翻开历史的相册，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
温饱不足到幸福安康，从偏远闭塞到创新开放，内
蒙古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草原儿
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前
赴后继、艰苦奋斗，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各项事业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砥砺奋进新征程，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我们进行
各项事业、战胜艰难险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
面，必将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把祖国北部边
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迎着梦想的曙光、迈出追赶的步伐，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蓝图，一心一意听党话、坚定
坚决跟党走，我们定能书写新时代北疆大地更加精
彩的篇章。 （详情见第5版）

内蒙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20日晚同孟加拉国总理
哈西娜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孟加拉国社会各
界通过不同方式支持中方，体现了孟
加拉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当前，南亚地区疫情在发展，防控任务
依然艰巨。中方将根据孟方需求，继
续为孟方抗疫提供坚定支持和力所能
及的帮助，将于近期向孟方派出一支
医疗专家组。我相信，在你领导下，孟
加拉国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感谢孟加拉国政府为在孟中国公民提
供帮助，中方也将继续保障在华孟加
拉国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干扰国际抗
疫合作、损害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抗疫努力的行径。中方愿继续同包
括孟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世卫
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

合作，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

统友好邻邦，双方互为重要发展伙伴。
双方应该巩固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中方愿同孟方在
确保疫情防控前提下，逐步创造有利条
件，恢复实施重点合作项目，保持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为双方在疫情过后拓展各
领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哈西娜表示，孟中友谊悠久深厚，习
近平主席2016年对孟进行成功国事访
问，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孟
方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中方提供的宝
贵支持和帮助增强了孟方防控能力，增
强了孟方克服困难的信心，孟方对此深
表感谢。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挑战，
各国应共同应对。感谢中方照顾在华孟
加拉国公民特别是在武汉的孟加拉国学
生，孟方将为在孟中国公民生活提供良
好保障。孟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孟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理
哈西娜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20日晚同缅甸总统温敏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后，缅甸政府和社会各界向中方伸出
援手。缅甸疫情牵动着我们的心。中
方已向缅方捐赠多批抗疫物资，并派出
两批医疗专家组同缅甸医护人员并肩
战斗。这充分体现出两国人民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胞波情谊，深刻诠释了
中缅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精神。中
方将根据缅方需要，继续提供坚定支持
和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缅甸人民一
定能最终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包括缅
甸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支持世卫
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坚定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携手打赢这
场全球公共卫生保卫战。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缅建交70
周年。今年1月，我成功访问贵国，我
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开

启中缅关系新时代。希望双方密切配
合，把访问成果落到实处。双方要在
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稳妥推进各领
域交往合作，推动经济走廊项目取得
积极进展。要用好两国边境联防联控
机制，统筹维护边境和平安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

温敏表示，在你坚强领导下，中国
政府和人民有效防控住疫情，全国经济
社会生活全面复苏，缅方感到高兴。感
谢中方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缅甸在内的
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
面对疫情，各国应加强合作，维护国际
正义，维护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缅中
两国之间的良好合作，正是双方致力于
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的写照。缅方将
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缅方愿
同中方一道，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今年
1月访缅成果，继续深化胞波情谊及各
领域合作，推动缅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
温敏通电话

5 月 19 日，在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沙良物流园内，
仓储区工作人员正在仓库配货。为
畅通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衔接的

“最后一公里”，沙良物流园实行优
先取送、优先装车、优先上线的货物
组织模式，加快货物流转效率。今
年截至目前，沙良物流园累计发送
货物 116.9 万吨，同比增幅 20.4%。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畅通铁路运输
“最后一公里”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
章奎）5月20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从呼和
浩特出发，乘坐G2408次高铁抵达北
京，向大会报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当选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连续两年参
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和大家面对面
议国是，这让代表们备受鼓舞。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代表们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冲锋在高质量发展
前沿阵地，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致

力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投身于
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他们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听民声、汇民意、集民智、聚
民力，努力提高履职能力，精心准备高
质量的议案、建议。

冯艳丽代表在今年的建议中提出
“将每年1月23日设立为国家公共卫
生安全日”。今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拉响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号
角，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一
天开展与全民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的各
类纪念活动， ■下转第6版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抵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