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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燕 冯雪玉 薛来

时间镌刻前行足印，岁月记录奋
斗历程。

岁序更迭中，2021接过了2020的
接力棒，“十四五”承接了“十三五”的
辉煌，并将在高质量发展的跑道上接
续奋进。

奋进中，未来的画卷在全区上下
的拼搏中铺展。蓦然回首，耳畔听到
的是难以忘怀的岁月回响。登高望
远，行囊里装满的是非同寻常的时光
馈赠。

这馈赠，让2500万草原儿女坚定
必胜信心，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时
间的长河里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
辉煌。

嘱托雨润草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情系草原，
立足全局谋划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为祖国北部边疆擘画了宏伟蓝图、提
供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
古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自治区各项事
业发展，先后两次到内蒙古考察指导
工作，3次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多次就事关我区全局和长远发
展的重要工作作出指示批示。

明确了内蒙古在全国的“两个基
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的战略
定位；

指明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勉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干事创
业要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殷殷嘱托，
寄予深情期望，激励着内蒙古各族儿
女为了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奋
楫争先，砥砺奋进。

嘱托雨润草原，厚望励志北疆。
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全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成就。

绿色发展的内蒙古，经济结构进
一步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
美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4%，各
族群众信心百倍地朝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不忘嘱托，感党恩，跟党走，在祖
国的怀抱走向发展，走向繁荣。这，是
内蒙古把握新阶段、奋进新阶段的底
气。

发展为了人民
回首刚刚收官的“十三五”，我区

各项事业进步巨大：
2020年3月，鄂伦春自治旗等20

个国贫旗县正式退出贫困旗县序列，
我区宣布所有贫困旗县全部脱贫摘
帽。

这意味着内蒙古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了决定性成果，2500万草原儿女正

在阔步奔向小康社会。
到2020年底，全区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人口完成规划目标，近130万城镇
人口实现就业，获得了人生出彩的机
会。

这反映出内蒙古民生福祉的进一
步提高，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挂
斧停锯”5年，林地面积增长10万多公
顷。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白浪翻飞、
水清岸绿。

这背后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
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
植草原儿女心中。

“呼—张—京”和“赤—喀”高铁开
通，呼和浩特至太原南首次开通动车，
经由我区的中欧、中亚班列实现常态化
运营。

这证明了我区交通等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的持续提高。

快手投资百亿元在“草原云谷”乌
兰察布建设数据中心。总投资20亿元
的纳米微晶石项目落地通辽市奈曼旗，
终端产品将广泛运用于5G通讯、航天
军工领域。

这折射出内蒙古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中，不再单纯依赖煤炭等传统能源经
济。

发展为了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
人民。这，是内蒙古把握新阶段、奋进
新阶段的底气。

团结就是力量
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不负总书记

的嘱托，2500万各族草原儿女大力弘
扬“蒙古马精神”，高举民族团结进步
旗帜，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各项事业
取得重大进展。

今天的内蒙古，经济实力持续增
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水平大
幅提升，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党的建设
纵深推进，政治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强。

今天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
加强烈，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团结奋进，这，是内蒙古把
握新阶段、奋进新阶段的底气。

“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内蒙古走好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
关键时期。

梦想就在前方，号角再次吹响。
回首往昔时一帧帧热血澎湃的画

面，如歌岁月里一幕幕顽强拼搏的瞬
间，汇聚成内蒙古磅礴的底气。昂首
迈向新阶段，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一
定会更加亮丽。

把握新阶段，内蒙古的底气从哪来？

□本报记者 白丹

1月25日上午8时，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开启。孙
俊青、盖志毅、杜凤莲、赵海平、张予文莉、张波洲6位政协委员分两批“亮相”，
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互联网医院等热点话题畅谈履职心得，为内蒙古发展
建言献策。

“下一步如何谋划我区的科技创新工作？”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科
技厅厅长孙俊青率先回答记者提问。她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增加
科技有效供给，引导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科技部门要落实好各类支持政
策，为企业‘添柴加薪’‘问寒送暖’。”孙俊青说。

“十三五”期间，我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新发展阶段如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盖志毅认为，要实现产业兴旺与产业扶贫相互配套推进，生态扶
贫与生态宜居相互配套推进，精准扶贫中的扶志扶智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乡风文
明相互配套推进。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自
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杜凤莲从2003年起就开始关注
家庭教育，她说：“孩子的教育投入绝不仅仅是金钱投入，还要有父母高质量
的陪伴。”

前不久，我区首个互联网医院牌照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互
联网医院的建设备受关注。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赵
海平介绍了互联网医院的建设进度，并分享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通过互联
网医院建设，患者挂号时间缩短至1分钟，候诊时间缩短至10－13分钟，交费取
药时间缩短至3分钟，还可以快递到家。”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一直关注健康领域的自治区政协委员、
幸福学院院长张予文莉建议，政府要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利用社区讲
堂和卫生院等开展全民健康培训，推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红十字会朝聚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张波洲，讲述
了一位白内障患者通过“光明行”社会公益行动，重新恢复光明的感人故事。

“‘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已筛查了70余万名眼疾患者，帮助3万余名贫困白内
障患者重见光明。”

通道上，记者们抛出的一个个热点问题，委员们都给出了“含金量”十足的
回答，传递了暖暖的民生温度和满满的发展信心。

委员通道：
传递民生温度 凝聚发展信心

1 月 25 日，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政协委员们步入会场。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本报记者 赵弘

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根网线，
临近春节，兴安盟突泉县的农村电商
迎来了一个农副产品、文化产品、工艺
品的销售高峰。

线上线下购销忙
“我要10斤瓜子”“我家有两只大

鹅要卖”……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时间，
太平乡新龙村“中嘉e供销”电商服务
站工作人员刘国军的手机微信群里就
已经热闹起来了，一条条购销信息频
频刷屏。

“我们这儿的服务站点主要就是
帮村民代买代卖，村民有购买或销售
需求都可以在微信群里说，我通过平
台帮助村民在网上下单，也通过直播
将线下的农副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刘
国军话音未落，“中嘉e供销”电商的工
作人员已经把两只打包好的农村大鹅
发往了北京。

记者随着刘国军走进内蒙古中
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工作
人员正在通过直播向网友推介突泉
大酱、六户干豆腐、突泉小米、农家手

工豆包、牛肉干等突泉特色优质农副
产品。

据了解，2020年初，内蒙古中嘉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量身打造了“中嘉e供
销”电子商务平台。目前，该平台与突
泉县83个村屯有合作，并形成“电商平
台+生产企业+服务站+农牧民”的电
子商务产业链，构建起网上交易、网下
配送的产销对接体系，最大程度地解
决了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问题。该
平台自2020年 5月运营至今，累计销
售额达80万余元，线上平均日销量达
500单左右，带动28名脱贫户月增收
千元以上。

生肖剪纸受欢迎
瞅准人们采购年货的时机，突泉

县六户镇榆树村农民赵日霞在网上推
出了生肖剪纸年货活动。

赵日霞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她告诉记者：“这一到年跟前我就忙
得不可开交，因为这剪纸是咱们东

北的文化传统，所以大家都特别喜
欢，今年当然是牛年生肖剪纸最受
欢迎。”

2004年，36岁的赵日霞参加了突
泉县文化馆举办的漫画大赛，成为文
化馆重点扶持和培养的人才，她的剪
纸技艺也迅速在突泉县打出了名气。
2010年，被确定为兴安盟及内蒙古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

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在赵日霞的
巧手下，变成了一幅幅活灵活现、喜气
洋洋的艺术作品。2005年以来，她的
作品在盟市、旗县剪纸大赛中屡屡获
奖，还被山西省右玉县博物馆、内蒙古
展览馆收藏。近两年，赵日霞非常重
视剪纸技术的传承发展，积极参与突
泉县文化馆、就业局、妇联等部门牵头
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并免费培训学员。

进入腊月以来，赵日霞的订单不
断，现已突破100单，预计纯利润可达
到3000元左右。

草编成了热卖品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年

货的品种、档次要求也不同了。除了
食品、应季服装等生活必需品外，一些
特色的手工艺品也逐渐成为年货单中
的“常客”。突泉县水泉镇水泉村村民
杨艳秋制作的水泉步阳草编工艺品近
日在网上销售火爆，每天至少销售10
单，总价在150元到200元之间。

说起草编，脱贫户杨艳秋感慨地
说：“我的草编开始时根本卖不出
去，后来驻村工作队到我家入户走
访，了解了我的情况，帮我联系客
户、联系网上直播，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现在仅草编这一项，一年就能
收入2万多元。”

“在水泉镇，至少有 40%的脱贫
户参与到草编工艺的大军中来，他们
在得到了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增
强了自主增收的能力。”水泉镇镇长
刘彤告诉记者，“如今，草编技艺在水
泉镇 13 个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
展，实现了村村全覆盖。有的村民专
门做这个，有的村民利用农闲时节
做，人们都喜欢扎笤帚，物件儿小，卖
得快，还实用。”

突泉县：农村电商发力“春节档”

本报 1月 25日讯 （记者 李存
霞）1月25日，记者从自治区红十字会获
悉，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全国红
十字系统为抗击疫情作出突出贡献的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志愿者，并向为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人颁
发奖章奖牌。我区3个先进集体、3名先
进个人、6名优秀志愿者，以及71个爱心
企业和爱心单位受到表彰。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综合协调暨物资接收发放组、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等3个集体荣获

“中国红十字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称号。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
部部长李鑫，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平，满
洲里市红十字会赈济科工作人员金妍
等3名个人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长石文静、内蒙古蓝天救援协会
会长李海峰、乌兰察布志愿者协会会
长赵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
愿者武健、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
主任姚世斌、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志
愿服务队队长席霞弟等6名志愿者荣
获“中国红十字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优秀志愿者”称号。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内蒙
古伊利公益基金会“中国红十字特级人
道勋章”；授予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8个爱心企业“中国
红十字人道勋章”；授予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3个爱心企业“中国
红十字博爱奖章”；授予中国烟草总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公司等54个爱心企业
和单位“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内蒙
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
爱心企业和单位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殊贡献奖”。

我区3个集体、9名个人、
71个企业和单位受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

1月 25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委员安润生说：“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内容丰富、
求真务实，凝聚了委员智慧，为扎实做好政协工作，推动委员积极履职指明了方
向。”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月25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委员陈佰山建议，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构建区
域碳排放交易试点。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1月25日，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政协委员认真阅读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月25日，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政协委员认真聆听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月25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大光结合自身工作对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