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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区共有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626255名，占
全区人口总数的6.4%。党的基层组织
总数为 83415个，其中基层党委 4894
个，总支部4419个，支部74102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女党员

492762名，占党员总数的30.3%；少数
民族党员397194名，占24.4%；大专及
以上学历党员919881名，占56.6%。

党员的年龄。35 岁及以下党员
362135名，占党员总数的22.3%；61岁
及以上党员402200名，占24.7%。

党 员 的 职 业 。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103426名，农牧渔民 383551名，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人员
677938名，学生24110名，其他职业人
员128966名，离退休人员308264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9年，各地各部门共发展党员

42326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

历。发展女党员19754名，发展少数民
族党员 11273名，发展 35岁及以下党
员32674名，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党员22886名。

发展党员的职业。工勤技能人员
2626名，农牧渔民6836名，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人员17176名，
学生13724名，其他职业人员1964名。
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26611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9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

进基层党组织5290个，表彰优秀共产
党员 11558 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
6512名。

四、党组织情况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区共有党的各

级地方委员会116个。其中自治区委1

个，盟市委12个，旗县（市、区）委103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行

政村党组织。全区 268 个城市街道、
778 个乡镇、2431 个社区（居委会）、
11113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全区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
17735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20127
个，企业基层党组织22699个，社会组
织基层党组织1942个。

（注：本公报部分合计数或相对数
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

2019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本报赤峰7月1日电 （记者 戴
宏）7月1日8时42分，G8118次“和谐
号”动车组列车搭载首批旅客从赤峰
站驶出，前往辽宁省沈阳北站，赤峰至
京沈高铁喀左站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宣布赤喀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并与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自治区政
府秘书长包振玉以及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蒙辽铁路客运专线有
限责任公司、赤峰市委负责同志一起
为列车组人员敬献哈达。

艾丽华在致辞中指出，赤喀高铁
的开通运营，标志着赤峰市正式步入
高铁时代，对于构建全区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提升赤峰乃至蒙东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和草原丝绸之路重要
节点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沿线各有关地区要紧紧

抓住高铁经济带来的重大机遇，优化
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切实发挥高铁
的辐射带动和要素聚集功能，推动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铁运营单
位要苦练内功，为沿线地区提供安全
可靠的运输服务。

赤喀高铁于 2016 年 7月开工建
设，线路起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经
赤峰市元宝山区、喀喇沁旗、宁城县，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到达辽宁省朝
阳市喀左县，运营里程157公里，设计
时速250公里，全线设赤峰、平庄、宁
城、建平、喀左5个车站。7月1日起，
赤喀高铁将按照日常线、高峰线安排
列车开行，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
达8对。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方便人民群众出行、打赢脱贫攻坚
战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
铁路开通运营

布小林宣布赤喀高铁开通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芳 王玉琢
李晗 郭慧超 刘墨墨

牧民那仁满达胡的家住在沙漠
里，以前寸草不生的沙漠现在变了样，
全家一年收入上百万元。这个令人难
以置信的变化，还得从引黄河凌水进
沙漠讲起。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呼和木
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地处与黄河毗
邻的库布其沙漠腹地，那仁满达胡的
父辈就是这里的牧民，靠放牧为生。

“沙漠里有几个自然形成的柴达
木（蒙古语意为低洼、有水、长草的地
方），牲口喝水靠它，人喝水只能靠打
深井，风沙一大，水就少了。”那仁满达
胡说，常年缺水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
们最头疼的事。后来生态环境恶化，
湿地萎缩，草场沙化，人畜饮水越来越
困难。2007年，一家人搬到了黄河岸
边的移民集中安置点，他把仅剩的90
只羊连大带小换了 18 头牛，开始养
牛。

那仁满达胡口中的柴达木是沙漠
中少见的绿洲，沙漠北边的不远处就
是黄河。每年的凌汛期，桀骜不驯的
黄河都会给沿岸地区带来极高的灾害
风险。

一边是水害，一边是沙害，如何变
害为利？杭锦旗提出了一举两得的大
胆设想：将黄河凌汛有害的水引入库
布其沙漠，既解决水患又治理沙漠。

“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2014年，
我们利用黄河南岸总干渠和牧业分干
渠，首次将凌水成功引入了库布其沙
漠腹地。在黄河凌汛高水位时将凌水
引入沙漠低洼地，进而形成水面，以此
来改善沙漠生态环境，达到减轻防凌
压力和治沙的双赢目的，变水害为水
利。2015年至今，累计分凌引水 2.6
亿立方米，不仅大大减轻了凌汛压力，
还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形成近100平方
公里的水面和湿地。”杭锦旗水利局副
局长杨永茂介绍。

黄河水与库布其沙漠“相遇”，发

生了绿色奇迹。大漠形成了沙水相连
的自然生态格局。现在的巴音温都尔
嘎查水草丰美，大大小小的柴达木随
处可见，芦苇荡随风轻轻起伏，有20
多种植物自然恢复生长，10多种水鸟
在这里长期栖息。

有水有草，沙漠变成了好牧场。
曾因恶劣的生态环境被迫迁出沙漠的
牧民回到故里。以前那仁满达胡只能
勉强饲养几十头牛，现在他家的牛群
已经发展到了700余头的规模。他风
趣地告诉记者，不用专门给牛喂草、喂
水，也不用准备棚圈。这些问题，“野
牛”们都会在草场上自行解决。

“以前一头牛也就一百三四十斤，
现在都三百多斤，每头牛增加一百多斤
肉。一头牛能卖到1万多元。现在的

养牛规模过去想都不敢想。”让那仁满
达胡更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竟然在沙漠
里养起了螃蟹，他自嘲说自己成了“渔
民”。

那仁满达胡家有 8800 亩草场。
黄河水引入沙漠后，在他家的草场里
形成近1000亩柴达木。看着越来越
多的水，他琢磨起了水产养殖。去年，
他与专业的养蟹人合作，在自家的柴
达木养起了螃蟹，大个头的蟹一斤卖
到了50元。

在那仁满达胡看来，从放牧“跨
界”到水产养殖的效果还不错。今年
他又投入了80万元的螃蟹苗，还养上
了小龙虾。

“养牛、养螃蟹两项加起来，一年
收入一百多万元没啥问题。接下来我

打算借助沙漠里的美景发展牧家乐、
沙漠探险旅游，为媳妇孩子们也各谋
一份新职业。”那仁满达胡说，这日子
真有奔头！

“我们规划将黄河凌水继续向东
引，进一步扩大水利治沙效果，让更多的
农牧民吃上生态致富饭。”杨永茂信心满
满地说，“引黄入沙”最终要实现从黄河
引水、自流经过库布其沙漠、再退还黄河
的水循环格局，实现区域水系的互连互
通，形成300平方公里的湿地。届时，库
布其沙漠的北部边缘将形成一条长约
200公里、宽约5公里的绿色屏障。

2018年，杭锦旗摘掉了自治区级
贫困旗的“穷帽子”，沙区农牧民人均
年收入从过去不到4000元增长到1.8
万元。

沙漠里的新鲜事儿：牧民变“渔民”

信心就是希望，信心就是力量。
信心的树立，源自对形势的正确判
断。审时度势，才能胸中有数；谋定而
动，才能发力有术。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
胜之年、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三者叠加，本来就有不
少“硬骨头”要啃，又遭遇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真可谓难上加难，所以我们
必须头脑清醒：“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的压力很大，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
困难与挑战也不少。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我区今年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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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
篇章。我们要以这一重要要求为总引
领、总遵循，正确看待形势的发展变
化，准确把握工作的原则方向，扎实
推动决战决胜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
地。

“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
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百年不遇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和我国发
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只看到问题而
忽略成绩，就容易悲观失望，是错误的；
反之，如果只看到成绩而忽视问题，则
容易盲目乐观，是危险的。所以，我们
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
当前形势，要充分看到发展之稳、发展

之艰、发展之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
展信心，积极主动作为，立足现有基
础、用足有利条件，善于从眼前的危
局和困难中捕捉和创造发展机遇，努
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创新
局。

困难再大，大不过人的意志；挑
战再多，多不过人的智慧。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无论形
势如何变化、挑战如何严峻，这个目
标任务都不能变，决战脱贫攻坚的目
标任务也不能变，必须确保如期完
成、保质保量完成。要牢牢把握以人
民为中心这个根本坐标，始终把工作
的着眼点放在追求各族群众幸福美好
生活上，坚决夺取脱贫攻坚这个第一
民生工程、全面小康这个普惠民生事
业的全面胜利，确保脱贫攻坚效果实、
全面小康成色足。要牢牢把握稳中求
进这个工作总基调，把工作精力向抓
好“六稳”“六保”集中，把发展资源、改
革举措向抓好“六稳”“六保”聚拢，把
推动经济增长有机融入“六稳”“六保”
中。要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发展这个大
方向，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全力以赴把结构调过来、
动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如今，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人民
在期待，历史在期待，世界在期待，唯
有激扬“踏平坎坷成大道”的信心和勇
气，凝聚“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智慧和
力量，我们才能在披荆斩棘、攻坚克难
中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向党和人民交
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在形与势辩证统一中坚定信心
——论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开栏的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承载着人们对殷实宽裕、幸福安康生活的期许与向往。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本报记者深入全区12个盟市，用文字和镜头聚焦“人民眼中的小康”，在今日起开设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专栏中，讲述寻常百姓充满温度与感动的小康故事，反映时代变迁，记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黄河水引入库布其沙漠后，那仁满达胡家的牛在沙漠牧场里个个养的膘肥体壮。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月1日上午，锡林浩特市马背
乌兰牧骑 21名骑手持党旗、国旗和
乌兰牧骑队旗共 21面旗帜，沿着城
区主次干道、广场等地进行巡骑，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

本报记者 马建荃
巴依斯古楞 摄

马背乌兰牧骑
巡游庆七一

□本报记者 霍晓庆

企业是就业的源头，企业稳则就
业稳。近几个月，受疫情影响，很多企
业经历了漫长的“寒冬”，但幸运的是，
始终有人雪中送炭。

2020年 5月 8日，内蒙古第一电
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收到
来自包头市失业保险中心发放的援企
稳岗返还资金713.63万元。“有了这笔
资金，可以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真是
帮了我们大忙了。”公司总经理张勇志
说。该公司是一家电力施工企业，往
年过完年是施工旺季，2019年一季度
产值达到1亿元左右。而今年受疫情
影响，一季度产值锐减到4000多万，
经营压力较大，返还的700多万元可
谓是雪中送炭。

今年以来，为助力企业复产稳岗，
顺利渡过难关，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税务部门及时
出台政策，明确对企业养老、工伤和失
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实施“免、减、退、
缓”4 项措施，真金白银纾解企业困

难。免，是今年2月至6月，对参保的
中小微企业和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5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
部分实行免征；减，是今年2月至4月，
对参保的大型企业和其他组织3个月
的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
退，是对企业已缴纳的2—3月份社会
保险费应减免单位缴费部分予以退还；
缓，是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
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缓缴期限原则
上不超过6个月，期间免收滞纳金。

“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保
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
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今年全国两会
上，“就业”成为高频词。

自治区持续发力，将中小微企业
和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免征
社保费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底，对
大型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减半征收社
保费执行期限延长至6月底；提高中小
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额度，对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将企业
及其职工2019年度当年缴纳的失业
保险费全部返还， ■下转第2版

免减退缓助企业
真金白银稳就业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防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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