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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今年因疫情推迟召开的全国
两会，是我国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进
入倒计时、发起总攻召开的盛会，意义尤其深
远，更是举国关注，举世瞩目。

春节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也给我们完
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挑
战，如何迎难而上，只争朝夕，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是这次全国两会的主要议题，也是广大干
部群众普遍关注的话题。

连日来，本报融媒体记者联合各旗县
区融媒体中心深入我区农村牧区采访，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

彻全国两会精神，大力发扬“蒙古马精
神”，坚决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编前
的话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我是一名鄂伦春族基层干部，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矢志不渝的信
念。我们将发扬‘蒙古马精神’，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人民群众都能过
上好日子。”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乡
长白鹏英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
全国两会，给基层少数民族地区的扶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
让她倍感振奋。

古里乡是鄂伦春自治旗5个猎区
乡镇之一。几年来，该乡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通过发展肉羊养殖、土地
流转、鱼塘改造，村集体收益增长到
每年30多万元。乡里协调国营农场
帮助乡亲们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
对接的国有林场无偿为村民提供放
牧草场，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村民发展
养殖业。乡里在扶贫中开展“村帮
村”，已经实现脱贫的鄂伦春族猎民

村“反哺”兴牧村，给兴牧村没有劳动
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资产收益分
红，在政策兜底外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效。经过几年的脱贫攻坚，去年 10
月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白鹏英表示，今年是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在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这道加试题和“战贫”叠
加“战役”的紧要关头，要积极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坚决啃下这最难啃的硬
骨头。脱贫攻坚解决了“三农”领域
许多短板问题，但是目前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离城乡均等化目标还有一定
差距。古里乡基础设施欠账较多，既
要不遗余力接续扶贫，又要让脱贫后
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接得上、用的好。
古里乡将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契机，
聚力加快产业发展，推进乡村建设，
完善乡村治理，在牢牢巩固和扩大脱
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真正让农牧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牧（猎）区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人民群众
都能过上好日子

阿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与居边护边堡垒户一同学习全国两会精
神。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摄

□毕科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巩固和拓展产业
就业扶贫成果，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扶贫工作指明方向。产业就业扶贫，
让贫困群众不愁生活、稳定增收，是
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最生
动实践。”收听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后，阿鲁科尔沁旗扶贫办主任许
峰感同身受。

近年来，该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中央、自治区一系列政策措
施，打造了能带动贫困户长期稳定增
收的凌云海百万吨甜菜扶贫产业园
区等一批扶贫产业项目，探索完善精
准扶贫机制，确保全旗脱贫群众高质
量实现脱贫退出任务目标。

凌云海百万吨甜菜扶贫产业园区
是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全产业链
扶贫项目，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按劳
取酬、积分收益等方式，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达到稳定脱贫的目的。

因病致贫的天山镇河东村贫困
户邵文学由村里协调进入产业园区

企业上班，从事机械检修工作，每月
扣除“五险”后还能拿到2200元的工
资。“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实际问题。”他感觉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说到了自己的心里。去年
以来，凌云海百万吨甜菜扶贫产业园
区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务工就业 600
余人次，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企
业还将旗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形成的
固定资产，按照6%至8%的年收益率
兑现收益，1.1万余人次通过奖励积
分兑换收益1189万元，带动贫困户
户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要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
年接着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
到实惠”，该旗副旗长裴焕斌说，“下
一步，旗里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两会精神，全面提升产业扶贫减
贫带贫成效，围绕‘旗有产业园区、
乡有产业基地、村有当家产业、户有
致富门路’的产业扶贫目标，打造群
众参与度高、带贫减贫效果明显的
特色产业，不断完善贫困群众与龙
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产业成
为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
源头活水。”

产业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源头活水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这几天，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
勒镇新宝拉格嘎查牧民额尔和木巴
雅尔、朝格满都胡几人一有空就穿上
漂亮的蒙古袍，如约来到旗人大代
表、嘎查致富带头人恩日勒图家，一
起收看全国两会电视报道。几人聚
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还不时在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要点。

额尔和木巴雅尔激动地说：“国
家的好政策时刻照耀着我们广大基
层人民的生活，相信我们草原牧民往
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和恩日勒图一样，额尔和木巴雅
尔也是嘎查致富带头人之一。近些
年，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他积
极调整畜群结构，把过去的“一羊独
大”变成如今的100多头良种肉牛、
300只羊，牲畜虽然少了一半以上，收
入却不减反增。与此同时，自家草场
牧草的平均盖度和高度都有了显著
提高。他说：“我们嘎查虽然没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但也有几家生活不太
富裕的牧户。作为嘎查青年一代牧
民，有义务帮助邻里共同致富。”

恩日勒图也表示：“草原上碧波

荡漾，每个牧人家都是小康户，这才
是我们的追求。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真心感觉到幸福新生
活在向我们草原牧民招手！”

恩日勒图夫妇每天忙完家里的
活儿，晚上7点之前就会匆忙赶到住
在旗里的父母家，陪同两位老人一同
观看央视新闻联播。两位老人也是
党员，恩日勒图两口子早就商量好要
和老人一起收看全国两会新闻节目，
并给老人当好翻译。当电视里播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
人民时，一家人不由自主地鼓起了
掌。

恩日勒图一家5口人，平时他们
夫妇生活在距离中心镇35公里外的
新宝拉格嘎查，家里3500多亩的草
场上养着50头西门塔尔牛和近300
只羊。“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
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倍受鼓舞，
作为一名基层牧民党员，在接下来
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会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发扬‘蒙古马精神’，真心
真意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恩日勒
图说。

幸福新生活
在向草原牧民招手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这几天，阿拉善盟腾格里经济技
术开发区腾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达
嘎查的脱贫户牛早春一直在通湖景
区忙着接待游客。牛早春对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讲的“要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成
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推
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这
句话特别有感触。他激动地说：“在
脱贫攻坚好政策支持下，我入股嘎查
合作社，在景区经营旅游项目，不仅
甩掉了贫困户帽子，还成了嘎查的富
裕户。这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乌兰哈达嘎查过去以牧业为主，
产业结构单一，牧民生活贫困。近年
来，在政府的扶持下，该嘎查依托便捷
的交通条件和通湖、额里森达来两个
旅游区，通过“党支部+旅游合作社+
农牧户”的产业模式，让农牧民在景区
经营沙漠冲浪车、骑马等项目增收致
富。如今，嘎查年人均收入由过去的
不足3千元提高到现在的3万多元，
133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致富。

“‘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
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
问题’，总书记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我
们老百姓的心坎上了。”乌兰哈达嘎
查党支部书记李雄鹰说：“今后，我们
嘎查将积极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既立
足当前，又放眼长远，继续按照‘党支
部+旅游合作社+农牧户’的产业模
式，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特色的
产业产品 ，让农牧民致富的路子走
得更宽、更稳、更持久 。”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做好
下一步工作的重要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让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更加有了底气
和信心，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下一
步，我们开发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全
国两会精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
务。”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占云表示。

农牧民致富的路子
走得更稳更持久

5 月 25 日，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木扎嘎斯台嘎查午若戈牧业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阿拉腾娜荷芽（左一）召集合作社部分成员，共同学习
全国两会精神。合作社有成员 5户，奶食品制作加工车间 3间，挤奶设备
40套，每天可生产鲜奶500公斤，2019年纯收入达37万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包慧慧

5月22日晚，在科右中旗巴彦淖
尔苏木贵力斯台嘎查的异地搬迁安
置房里，77岁的仁钦道尔基老人认真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现在的生
活和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搬出土房住砖瓦房，连院墙、棚舍
都给建好了，现在我们脱贫了，真要
感谢党的好政策！”说起现在的幸福
生活，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今后的驻村工作中，我们
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嘎查
的全面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水平的
整体提升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该嘎查驻村第一书
记张建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这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去
年嘎查全部实现脱贫后，他们丝毫
没有松劲，着手谋划乡村振兴，今
后将继续坚持“吃生态饭、做牛文
章、念文旅经”的发展思路，带动嘎
查村民发展现代农牧产业，全面发
展庭院经济，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打造花园式贵力斯台，不断提高群
众幸福指数。

一直关注全国两会的科右中旗
好腰苏木镇党委宣传委员、扶贫助理
乌吉斯古冷说，畜牧业是好腰苏木镇
传统主导产业，今后将积极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继续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全力构建养殖、良种繁育、饲草供应、
加工转化、市场流通和科技服务等六
大体系，通过一系列政策、项目实施，
推进肉牛产业快速全面发展。同时，
要进一步支持生物质能源、民族手工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

不断增强
群众幸福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图古斯毕力格

初夏的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
村，田野上麦苗青翠，圈舍里牛羊肥
壮，大棚中硕果盈枝，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这几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
中南渠村部分村干部和村民总会不
约而同地围聚在旭一牧业公司会议
室电视机前，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听收
看全国两会新闻，你一言我一语谈发
展话变化，憧憬着更加幸福美好的新
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
造福人民，说到了我们基层群众的心
坎里。现在我们村致富路越走越宽
广，日子越过越红火，全靠党的好政
策。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我们农民兴产业奔小康的信心更足
了。”村委会主任淡子义激动地说。
现在村里兴起肉牛养殖、订单育苗、
瓜菜种植、肉羊育肥、木材加工等富
民产业，村民收入“芝麻开花节节
高”，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22户
贫困户全部脱贫，全村60%农户都开
上了小轿车。

一条条产业链带富一方人。全
国人大代表、中南渠村党总支书记
张继新创办的旭一牧业公司重点发
展有机肉牛养殖加工，形成了肉牛
繁育、饲草料加工、屠宰分割、熟食
加工的全产业链，通过“支部+企业+
基地+农户”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周边 3000 多户农牧民增收致
富。

“现在政策这么好，我们农民只
要勤快点，不愁致富奔小康。”村民吕
振云种着60多亩地，主要种植全株
饲料玉米，以订单的形式销售给旭一
牧业公司，毎亩地能收入1500元以
上。秋收后他进入公司屠宰场打工，
几个月下来也能收入近 2 万元。

中南渠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富
民产业，13个村民小组已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新格
局。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中南渠村第一书记仲作成信
心满满：“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今后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认真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通过抓党建强基
础，做大做强绿色特色种养产业，拓
展群众增收渠道，在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基础上谋划好乡村振兴。”

农民兴产业
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干部群众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阿男 摄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呼和道布嘎查牧民雅日贵一家收看全国两会
新闻报道。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 斯琴 阿斯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