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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成绩来之不易
凝心聚力开启发展新篇
——社会各界热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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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2月 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
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
泰峰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任
务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胸怀

“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五个根本”的
规律性认识，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
的眼光看待形势，既充分看到好的一
面、增强发展信心，又清醒认识风险挑
战、打有准备之仗，努力办好内蒙古的
事情。要领会好、落实好党中央关于
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
向，增强谋划和推进发展的针对性、实

效性。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
五”开好局，从设定目标、配套政策、创
新举措着手，把精力集中到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
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上迈出关键步
伐，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要
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抓住
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继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在合理引导消费、储
蓄、投资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
举措，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环
保、综合交通、公共卫生、乡村建设等
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动经济运
行尽快回到正常轨道。要主动服务融
入新发展格局，坚持走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深化落实“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拿出更
多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在解决关键
问题、突破重大瓶颈上聚焦发力，在服

务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迈好第一步。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在
推动科技创新上有新进展，抓好人才
和机制两个关键点，大力实施“科技兴
蒙”行动，抓紧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抓紧布局科技攻关、平台建设、人
才引育、成果转化等项目，切实以科技
创新引领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
化。要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上有新进
展，大力改造提升能源资源型产业，大
力推进农牧业优质高效转型和服务业
提档升级，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有新
进展，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抓好扩大对
外开放工作。要在推进农牧业现代化
上有新进展，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
黑土地保护、河套灌区改造等工程，在
转变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上布局一批

重大项目，为增加绿色优质农畜产品
供给、提高农牧业质量效益打好基
础。要在改善生态环境上有新进展，
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在保障基本民生
上有新进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
步补齐收入、就业、教育、健康、社
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短板，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高度
重视、扎实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
要自觉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全面领导的政治要求，坚决扛牢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
责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
展的体制机制，增强政治意识，提高
干部专业化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发展
底线，强化作风保障，步调一致、扎
实有力地做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石泰峰主持

本 报 巴 彦 淖 尔 12 月 19 日 电
（记者 韩继旺） 在2020第六届中国
农业品牌年度颁奖盛典上，巴彦淖尔

“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荣获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2020
年度中国农业十大杰出品牌”两项大
奖。

据悉，“2020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
志性品牌”征评活动自今年6月启动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去
年相比，今年参评的企业数量骤增一
倍，地域覆盖更广，来自四川、陕

西、湖南、福建、内蒙古、新疆等30
个省市区超过2000家品牌、40余种农
产品参评，其中首次参评的农业品牌
达到80%。本次百强榜单由农业领域
专家、协会领导、权威媒体代表组成
的专业评选团，结合品牌影响力、核
心优势、口碑、扶贫效果等方面，对
入围品牌及企业进行严格筛选，优中
选优。最终，天赋河套、眉山春橘、
通威鱼、万年贡米、秭归脐橙等 100
个全国知名农产品品牌脱颖而出，荣
列百强榜单。

“天赋河套”品牌
荣获全国两项大奖

□本报记者 李晗

哪里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哪里就
有生动的脱贫实践。

放眼如今的北疆大地，脱贫攻坚
实施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
前所未有。上下同欲者胜。党的十
八大以来，内蒙古全面落实五级书记
抓扶贫工作机制，凝聚脱贫合力，跑
出攻坚“加速度”，让扶贫工作有了爬
坡过坎的源源动力。

今年4月1日至2日，自治区党委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扶

贫包联旗县四子王旗调研督导脱贫攻
坚工作。他马不停蹄、风尘仆仆深入6
个乡镇的10个行政村，访贫问苦、检
查工作，先后走访贾大贵、岳润生等17
户贫困群众，协调解决难点问题，把

“五级书记”抓脱贫责任落到实处。
高位推动，层层传导，压实各级

攻坚责任。扎实的脱贫攻坚工作让
我区农村牧区的群众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居住环境改善了、
收入越来越多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灿烂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
正。”内蒙古为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

脱贫攻坚的领导，按照自治区负总
责、盟市旗县抓落实、苏木乡镇和嘎
查村抓实施的要求，制定出台了《内
蒙古自治区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工
作职责》，对自治区党委书记、盟市党
委书记、旗县（市、区）党委书记、苏木
乡镇党委书记、嘎查村党组织书记脱
贫攻坚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实行
省级领导干部联系贫困旗县工作，36
位省级领导“一对一”联系贫困旗县，
帮助基层推动脱贫攻坚。

“作为镇党委书记，就要把身子
沉下去，多走访贫困户，深入了解他
们的实际情况， ■下转第4版

上下同心 合力攻坚
——我区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三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评价一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
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1年
经济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
动，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付出艰苦努力，取得
了来之不易的成绩。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显示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顽强的韧性，三
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
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在极为不利的条
件下能够交出这份沉甸甸的答卷，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完全可以载入史册！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经艰难险
阻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战的结果。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亿万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
斗，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
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
进。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过 5年持续奋斗，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
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
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
方。现在，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的领导，更加深切
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由衷地为我们伟大祖
国感到骄傲，更加坚定信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疫情变化和
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要增强
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
展。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
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自满，但怀
有无比的自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 100 周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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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库伦图镇马安桥村改造后全景。 四子王旗库伦图镇马安桥村改造前全景。

□本报记者 章奎 刘宏章
院秀琴 徐跃

仲冬，阿拉善右旗无垠的戈壁滩，
每一块石头都透着寒意。塔木素布拉
格苏木就在这戈壁深处，紧邻中蒙边
境线。从塔木素布拉格苏木驱车向北
行驶200公里，有一段被称为“8号点”
的边境线，就是在这里，尼玛母子已经
整整守望了半个世纪。

受命 护边
尼玛在“8号点”的生活是从1971

年开始的。那年，她被派到塔木素布拉
格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当民兵并担任
边境线护边员。25岁的尼玛知道边境
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但还是义无反顾地
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背起
3岁的儿子哈达布和，翻沙岭穿戈壁，来
到了黄沙漫天、冰雪交加的“8号点”。

位于戈壁深处的“8号点”夏天非
常炎热，冬天寒冷刺骨，常年不下雨，
水资源极度匮乏。当地的边防部队有
些新兵第一次看到没有人烟、没有植
被的大戈壁时，会忍不住偷偷地流泪。

刚开始，民兵驻守点没有房屋，尼
玛和另外两家护边户搭起蒙古包安顿
了下来，一边训练，一边盖房子、搭建
哨所。山顶哨所用的石材要靠人力一

块一块背上去。由于当地寸草不生，
民兵们取暖、做饭所烧的煤，只能从
300多公里外的额济纳旗或者更远的
阿拉善左旗拉运。人畜饮用水也得去
17公里外的一口人工井拉，拉一趟水
来回需要一天的时间。

就这样，尼玛和另外 3名民兵一
起，白天训练、放牧，晚上站岗。4名民

兵里除了尼玛都是男性，但是尼玛没
有叫苦，训练和站岗一样也不输给他
们。“不管多困难，祖国交给我的任务
一定要完成。”

由于缺少天然屏障，尼玛守护的
那段边境线发生偷越境行为的概率相
对较大，除了哨点的边防部队，护边员
就成了流动的“哨兵”。

尼玛清楚地记得，来到“8号点”第一
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风沙特别大。因为怕
暴露位置，夜晚站岗时不能生火取暖。当
时因为物资紧缺又没有保暖的手套，晚上
守岗时，手很快就会被冻僵，但即使如此，
她仍然用僵硬的双手紧握钢枪。尼玛老
人回忆说：“晚上站岗是最紧张的时候，看
到有亮点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警惕。那个
冬天，我都没有脱过大衣。”

生活、战斗在戈壁深处，除了生活
上的困难，还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
境。一次，尼玛带着儿子巡边时突遭
沙尘暴，整个天空瞬间陷入昏暗中，飞
沙走石将母子俩分割。3个多小时过
去了，风停止了咆哮，尼玛才看到了趴
在沙子上瑟瑟发抖的儿子。

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尼玛的心
却始终是火热的。1975年，她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老人最宝
贵的记忆。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戍边
生活，尼玛老人的语气平静而恬淡，胸
前的党徽在闪闪发光。

坚守 接力
面对年复一年、寂寞单调的艰苦

生活，当年一同到“8号点”戍边的另外
两户选择了离开。尼玛同样面临着选
择。望着即将上学的孩子，面对丈夫
的多次央求，尼玛的心在纠结。

■下转第4版

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守望

12月18日，尼玛（右）和儿子哈达布和在边境巡线。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本报呼和浩特12月19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12月18日，由内蒙古自
然博物馆、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内蒙古乌梁素海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大美乌梁素
海·鸟类生态艺术作品展”在内蒙古自
然博物馆开展。

乌梁素海是地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
之中亚路线的重要节点，是候鸟繁殖地
和迁徙停歇地，每年有600多万只鸟类
在此繁衍生息，是我国疣鼻天鹅的最大
繁殖地。自2018年我区全力推进“一
湖两海”综合治理以来，乌梁素海整体

环境得到有效治理，再次展现出勃勃生
机。

本次展览共展出《中国·乌梁素海
全国摄影作品展》优秀作品以及乌梁素
海野生鸟类芦苇画和鸟类摄影家聂延
秋的乌梁素海鸟类摄影作品350多幅，
同时展出了部分乌梁素海珍稀鸟类标
本。展览从不同角度充分展示了乌梁
素海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让更多人深入
了解今日乌梁素海碧波荡漾、百鸟竞飞
的大美风光，激发广大群众“爱鸟、护
鸟”意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
次展览持续3个月。

“大美乌梁素海·鸟类生态艺术
作品展”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