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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上海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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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在中
国法治国际论坛（2020）召开之际，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信。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需

要良好法治营商环境。中国坚持开
放包容、互利互赢，愿同各方一道，积
极开展国际法治合作，为建设开放型
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法治支

持。
习近平表示，中方欢迎各国法学法

律界朋友出席中国法治国际论坛
（2020），希望大家围绕“新冠疫情背景

下的国际法治合作”深入交流、凝聚共
识，为运用法治手段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更加有力地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
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致信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0）
新华社北京11月 13日电 经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
于2020年11月7日起施行。

《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着眼构
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立起基本概念，确
立基本制度，明确基本权责，从制度层面
回答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重大问
题，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对巩固深
化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成果，对推动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解放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是我军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
顶层法规，突出强调指导性理念性原则性，
重在宏观指导上提纲挈领进行总体规范，重
在明确联合作战组织实施的基本问题，重在
统一作战思想、厘清权责程序、指导作战行
动，围绕我军联合作战新情况新问题，坚持
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提炼
有益经验，构建整体框架，设置内容体系，明
确联合作战指挥、作战行动、作战保障、国防
动员、政治工作等重大原则、要求和基本程
序。

中央军委要求，各级要认真抓好
《纲要》的学习贯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将《纲要》作为组织实
施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基本依据，全
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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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3日讯 （记者 戴
宏） 11月 1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伦贝尔市陈巴
尔虎旗、海拉尔区，走访所联系民营企
业根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到呼伦贝
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调研民族
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

根林木业公司是一家主营综合性
木材加工的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布小林来到根林木业公司在莫尔格勒
河景区的项目现场，实地察看项目建
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预期
效益，仔细询问企业加工工艺、产品种
类及目前的销售市场和经济收益等情
况。她要求企业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林
业生态保护和木材加工的关系，着力
在加强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上下功
夫，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实现林业生态保护和企业高质量
发展双赢。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
场是内蒙古三河牛的摇篮，拥有大规
模的三河牛种群和丰富优质的鲜奶资
源。布小林走进谢尔塔拉农牧场乳制
品加工厂，深入了解产品工艺流程、包
装设计、生产销售等方面情况，鼓励企
业进一步提升生产加工的标准化程
度，保证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她指出，我区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
展潜力很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自治区扶持民族传统奶制品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产品深度
研发力度，着力培育区域公用品牌，搞
好宣传推介，走标准化、集约化、品牌
化发展路子，促进民族传统奶制品提
档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

布小林在呼伦贝尔市走访
所联系民营企业 到农牧场调研

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

本报 11月 13日讯 （记者 郭
俊楼）11月 12日下午，自治区十二届
政协党组召开第19次（扩大）会议。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
领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领导
王中和、罗志虎、董恒宇、郑福田、刘新
乐、常军政、马学军、其其格、魏国楠及
秘书长狄瑞明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工作条例》、全国政协十三届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精神、石泰峰书记

参加指导锡林郭勒盟委班子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精
神，研究了《自治区政协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安排方案》
《自治区政协党组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等文件。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工作条例》是对长期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管党
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强化“两
个维护”的制度保障。 ■下转第2版

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党组召开
第19次（扩大）会议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本报记者 许晓岚 李永桃 王玉琢

比精面粉还细的煤粉被送上生产
线，在纳米级催化剂的作用下，经过极
高温高压的分子裂变过程，最终变幻成
矿泉水般清澈透明的石脑油、柴油，从
生产线的尽头汩汩流出……

这样“点煤成油”的魔术，在国家能
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已整整
上演了12年。12年来，从世界首条百
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生产线上流淌出的
油品，在持续研发中品类日益丰富，不
仅被输送到各加油站供老百姓日常使
用，还在遥远的南极通过了极寒测试并
进军航天等高精尖领域，昂首迈步更加
广阔的应用空间。

煤炭保有储量、产能和产量均居全
国前列的内蒙古，从“挖煤卖煤”到能源
革命，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在发展
现代能源经济的时空坐标上，标出一条
替代石油、煤炭洁净高效利用之路。
2019 年，内蒙古区内消耗煤炭 4.2 亿
吨，占总产量的38.5%。

不唯煤、延伸煤、跨越煤，当煤炭遇
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乌金”之变，幻化无穷！

“由黑变白”煤转化千姿百态
一块黑黝黝的煤炭，一瓶无色透明

的液体甲醇，两个分别装有“管式高压
聚乙烯”和“釜式高压聚乙烯”白色小颗
粒的玻璃瓶，在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的展台上一字排开……“煤炭通
过煤气化制取甲醇，甲醇再通过MTO
技术转化成乙烯丙烯，最终生产出聚乙
烯、聚丙烯，实现由黑变白。”中天合创
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先友介绍，他们
的产品按生产牌号细分可达几百种，广
泛用于纺织、家电、建筑等行业。

一个个圆形巨罐连接成片，煤化工
生产装置直耸云霄，拥有目前国内最大
煤炭一体化项目的中天合创生产基地
令人震撼。这个年产360万吨甲醇和
137万吨聚烯烃产品的煤化工骄子，每
年就地转化煤炭800万吨。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
“家底”的写照。煤炭在我国石化能源
总储量中居于首位，高达90%，而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总共不到10%。站在国
家发展大局的制高点上放眼未来，内蒙
古煤炭转化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2008年底，世界首条百万吨级煤

直接液化生产线在鄂尔多斯投产，2011
年至 2018年累计生产油品665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374.4亿元。

2009年 3月，伊泰16万吨煤间接
液化项目顺利产出国内煤间接液化工
业化第一桶合格成品油。

2013年，大唐克旗40亿立方米煤
制天然气项目一期工程成功投运，天然
气进入燃气管网向北京供气。

2014年，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175万吨尿素项目打通
全流程，年产尿素近200万吨，产值25
亿元……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的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全区煤制油、煤制天然
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
到142万吨、17.3亿立方米、366万吨、
112万吨；煤制甲醇、电石及下游产品
和煤制化肥产能均居全国前列；煤焦化
及煤焦油深加工等也让业内专家刮目
相看。

国家战略就是这神奇幻化的“操盘
手”。煤炭资源在内蒙古就地转化为强

劲电能，5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在天地间
书写着“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时
代传奇。2019年，全区火电装机8718
万千瓦，居全国第三；外送电量2082亿
千瓦时，居全国第一。

“由短到长”煤延链开枝散叶
粗细不一的管道迂回穿梭，高低不

同的反应塔鳞次栉比。鄂尔多斯独贵
塔拉工业园区内，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120万吨/年精细化学品项目
宛如一株煤化工巨树，在茫茫的库布其
沙漠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它逐渐枝繁
叶茂起来，17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相继落
地，伊泰出产的11种产品，成为这些企
业的生产原料，不断延伸出一条条全新
的产业链条。

无毒无腐蚀的液体蚊香、可以制成
防弹衣的高档尼龙、对海洋生物环保无
害的深海钻油……在伊泰宁能精细化
学公司的展示现场，由该公司15种产
品衍生出的市场终端产品令人眼花缭
乱。

内蒙古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拥有
世界首创的“利用煤制费托合成油一步
法制烷基苯工艺”，发明人兼公司副董
事长张寒军介绍，烷基苯是日用化学品
的基础原料，全国仅有5家生产企业。

“我们对伊泰的产品进一步做深加工，
比他们单纯卖柴油， ■下转第4版

国家战略下的内蒙古煤炭之变

□本报记者 韩继旺

11月7日一大早，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蛮会镇民生村村民柴成群就开始忙碌
起来，在为自家的羊饮水喂料、整理圈舍
以后，他又赶紧来到村里的街道上打扫卫
生。

“村里的变化太大了，今年我在村里
的设施农业园打工收入7000多元，卖羊
收入6000多元，为村里打扫卫生能收入
17520元，地里能收入1万多元。在党的
政策帮扶下，我家已经稳定脱贫了！”柴成
群一五一十介绍起今年的收成情况，脸上
露出了脱贫出列后的欣慰笑容。

几年前，柴成群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妻子患病身体不好，全家靠12亩
土地生活，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扶贫好政
策激发了柴成群的内生动力，他通过镇里
产业扶贫资金帮助购买基础母羊，村里提
供公益岗位，再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逐
渐摆脱了贫困。

民生村位于蛮会镇东北9公里，共有
589户1606人，耕地面积8900亩，曾经是
全镇最穷的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8户
50人。近几年在杭锦后旗推行的议事民
主化、主体多元化、规定标准化、责任网格

化、服务订单化、诚信契约化、手段智慧化、
评定星级化“一村八化”乡村治理模式的
推动下，民生村发生了从里到外的美丽嬗
变。

民生村产生深刻变化的原因很多，
最朴实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流传的一句
话：“村里来了好书记，大事小事变了样。”

老百姓说的这个村书记，就是耿
军。耿军是民生村走出去的致富能人，
有自己的专业合作社，在团结镇种植了
900多亩钢架大棚，依托现代农业种植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为了改变民生村
现状，蛮会镇党委、政府多次邀请耿军
回村创业带领村民致富。担任村书记
后，耿军与村两委班子一道，制定了种
植大棚——发展果园——打造月亮湖
等一系列产业发展3年规划。

“带领村民走致富路，产业一定要
实。”耿军认为，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就是
唤醒村民的内生动力，改变过去传统的
种养模式，在设施农业、乡村旅游上做
文章找突破。

翻过了习惯种大田走老路的一页，

今年民生村通过议事民主化，建成了
450平方米的光伏产业项目，在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将贫困户纳入光伏
产业链条。由耿军牵头，建起了200栋大
棚，种植甜瓜和西红柿，开辟了在盐碱滩
上大棚种植的先河。实施旅游兴村措施，
栽种120亩果园，在村里的月亮湖投放
3000斤鱼苗，为前来观光的游客提供休
闲垂钓场地。走种养结合之路，在全村形
成“10亩地+15只羊，脱贫致富有保障”

“10亩地+25只羊，轻轻松松奔小康”的
浓厚氛围，以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带
领全村人致富增收。目前，全村28户50
名贫困人员已全部脱贫摘帽，年人均纯收
入达到8000元。

以规定标准化为抓手，民生村组织
实施“村庄五化+庭院三区+垃圾三级”处
理机制，大刀阔斧改变落后的村容村貌，
打造“荷花香溢月亮湖，路灯点燃乡村美”
的大美村庄，确保村里环境卫生干净整
洁。

如今的民生村环境优美、乡风文明，
一排排新居青砖黛瓦，一条条道路干净整

洁。特别是夏日，村中的月亮湖波光粼
粼、荷花飘香，湖畔草木苍翠，鲜花点点，村
里的老人聊天散步，其乐融融，慕名而来
的游客则三五成群，移步观景。民生村村
长郝凤英说：“我们打造民生村人居环境，
出发点在乡村名片或者乡村印象上，着力
点却是浓浓的乡愁。”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村
里通过组织实施责任网格化管理，协调化
解村民间的矛盾；实施服务订单化，倡导
村民勇做乡村振兴追梦人；通过手段智慧
化，开展乡村综治平安创建；实施诚信契
约化，打造乡村旅游新篇章；实施主体多
元化，为游子回乡创业创建平台；实施评
定星级化，引领爱的奉献新潮流。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一次村里组织
爱心捐款救助贫困户樊永志，结果10天收
到8000多元捐款。村第一书记苗虎说：

“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过程
中，我们特别感谢民生村有这样一种浓浓
的爱心氛围 。”

随着“一村八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的
深入推进，民生村内外兼修实现美丽嬗
变。村民们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不断
增强，增收致富的精气神明显提振，人们
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一幅新时代
美丽乡村画卷正在这里徐徐铺开……

民生村：“一村八化”治理出“内外兼修”美丽乡村

11月 12日，内蒙古饭店
员工在北方新报号爱心献血
车上献血。当日，内蒙古饭
店举行爱心献血活动，员工
积极参与献血，奉献自己的
爱心。据悉，血液中心血液
库目前存缺口达 40%以上，
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实习生 郭明午 摄

无偿献血光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最后一批蒙古国捐赠羊抵达中国
13日上午，载运最后一批1800只蒙古国捐赠羊的2辆货车在内蒙古自治区二

连浩特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标志着历时23天、共14批次的蒙古国3万只捐赠羊
全部入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