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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
日益加剧，养老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
重大民生问题。为协调医疗与养老、
事业与产业，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亟需
得到重视。”自治区人大代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县长李英说。

李英认为，虽然各级政府在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该
模式仍处于初试阶段，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政府管理统筹协调不到位、人们居
家养老观念难以改变、资金投入不足等困境。

针对这些问题，李英建议从5个方面加强完善。一是加强规划引导，健全
协调机制。统筹做好各类医养结合机构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实现医疗机构
与养老机构有效配置和有机衔接。二是明确管理机制，加大政策投入。制定出
台相关政策，用具体且操作性强的举措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工作落实。三是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形成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积极引入专
业社会组织或机构参与公办养老机构的前期建设规划和后期运营监管，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四是加强统筹协调，探索结合模式。鼓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完善社区责任
医生制度，增设家庭病床，开展居家护理服务。五是建立保障制度。国家应建
立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各级政府应不同程度给予支持，促使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可持续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力的养老保障。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郭俊楼

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取决于
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
于最短的那块板。著名的“木桶理
论”，道出了协调发展的价值所在。

布小林主席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部署了内蒙古“十四五”时期的
主要目标任务。明确提出，“加快构建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统筹自治区
东、中、西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目标
任务和实现路径统一，旨在推进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增活力

应对时代课题，心系发展大局。
区域协调发展是内蒙古全面深度融入
国家重大战略、实现服务全国大局与
加快自身发展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呼包
鄂乌一体化发展，合作共建园区，权益
分享、税收分成。建设赤峰、通辽区域

中心城市，加快东部盟市构建绿色产业
体系。加快乌海及周边地区绿色转型，
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深化与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合作。

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有“一
盘棋”的观念。自治区人大代表、通辽
市代市长郭玉峰表示，通辽市将主动融
入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

“借梯登高”中融入国内大循环，在服务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塑造通辽发
展新优势。在区内合作上，加强与呼和
浩特市、赤峰市、兴安盟等地区合作，在
推动高端乳肉、生物医药等领域务实合
作，联手赤峰市共同打造国家级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在区外联动上，主动承
接京津冀、环渤海地区辐射带动，深度
融入东北振兴，主动接受沈阳、长春等
城市群辐射，推进铝高端装备制造、能
源和绿色农畜产品供给、科技人才等领
域合作。

在发展定位上突出“全面”，在工作
谋划上突出“协调”，在目标追求上突出

“致远”。深刻领会协调发展内涵，才能
有的放矢、高效高质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走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发展新路。

统筹规划，整体部署。我区全面
布局、扎实推进，向着更加平衡、更加
协调的方向不断迈进。

产业协调促优化

我区能矿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
好、生态本底优良，但还存在科技创
新能力较弱、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体
制机制不够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
不足等制约因素。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审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划重点：
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加快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推进新能源装备、新能
源汽车、应急装备、农牧业机械等装备
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发展壮大农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提升园区发展质量
和效益，建设智慧园区。

自治区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李相
合建议，“十四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现
代农牧业，通过提升加工程度、延长
产业链条、培育绿色品牌、利用电商
平台、加强宣传等措施，扩大地区特

色农畜产品的市场，提升农畜产品价
值。大力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继续淘
汰落后产能，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做好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
工作，吸收借鉴先进技术和经验，生
产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
实现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新旧
动能转换。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研发
设计、检验认证、科技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

我区坚持产业间的错位互补、合
理分工、统筹协调，推动产业链条式、
集群式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价值
链水平，努力促成带动力强、关联度
高的产业项目落地，产业协调发展，
一个产业和区域之间互利共赢的局
面正在形成。

城乡协调补短板

既要城市繁荣，也不让农村凋
敝。小山村发生大变化的背后，蕴藏
着内蒙古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坚定
步伐。

自治区人大代表，科右中旗委副

书记、旗长郭堂建议，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过程中，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让更多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向
农村牧区，加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发展一批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提升农村牧区吸引力。

一直关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
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马占新认为，要运用现代化
信息化手段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他建
议运用网络技术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提高农村牧区教育水平。还要积极搭
建农牧民与科技部门、科技企业及高
校的联系平台，加强服务指导。

宜居城市与美丽乡村辉映。一步
步谋篇布局，一个个项目落地，我区城
乡协调发展实现飞跃式发展，让老百姓
得到更多实惠，共享发展成果。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发展是
一个整体、一个系统，需要各方面、各环
节、各因素协调联动。坚持协调发展，
是让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的“制胜要
诀”。我们期待，未来的内蒙古城市与
乡村、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
步“唱和如一、宫商协调”。

协调发展，瞄准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阿拉坦仓代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抓实抓好，让“三个离不开”“五
个认同”在各族师生中深深扎根，为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云霖琼代表：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
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加
快构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条完整的
现代产业体系。

梁永代表：把教育投入放在优先位
置，加大规划新建中小学力度，扩大教育
优质资源。对照国家标准，实施学校标
准化建设工程，促进教育教学资源均衡
配置。

张雷锋代表：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
位高、文风朴实，体现了求真务实的作
风。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对脱贫攻坚、
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
成绩感同身受。

李佩军代表：绿色是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高频词，对此很有共鸣。作为一名
军人，对这片热土怀有深厚感情，要为守
卫祖国边疆多作贡献。

张占林代表：一体化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黄河“几”
字弯都市圈建设。修编呼包鄂乌城市群
发展方案，实现产业协同、优势互补、基
础设施共享。

房建华代表：加快探索大数据新业
态发展，建设大数据交易中心，研究制定
相关标准，以政府数据开放引领带动其
他行业数据的开放流通应用，实现数据
由“资源”变“资产”。

惠舒清代表：建议自治区高校加强
与各大名校合作，加强学科建设，打造特
色优势专业，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李玉良代表：进一步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在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人上多下功
夫，特别是对新上项目的审批，加快建立
各部门联席会议审批制度。

布仁其木格代表：尽快制定出台羊
绒产业振兴计划，配套制定扶持鼓励政
策，推动羊绒产业高质量发展。

孟柯代表：深入实施“科技兴蒙”行
动，支持鄂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

示范区建设。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和培
育，支持开展专项研发、深度研发，助力
资源型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凤翔代表：加大公共卫生应急
体系建设力度，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等
医疗卫生应对能力。进一步健全重大
疾病保险和救助制度，提升大病救治
保障能力。

乔玉华代表：建议实施一批交通设
施建设项目，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深入实施“科技兴蒙”行动，创建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深入落实人才政策，培养、引
进、用好各类人才。

哈斯布和代表：在实施“科技兴蒙”
行动中，深入开展校地合作，加强有效衔
接，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科技支撑，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

丁鹏委员：尽快制定出台自治区公
共场所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配置管理办
法，明确有关权利义务，鼓励施救行为，
保护救助者。

李凤斌委员：高度重视高校“双一

流”建设及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提高自治
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为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储备更多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
人才。

朱瑞莲委员：加强对草产业发展的
科学谋划，把草产业作为新兴绿色环保
产业进行打造，推动牧草种、储、运、销全
产业链发展，提高草产业商品化程度。

逯敬东委员：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
效机制，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防止返贫
现象发生。

冬云委员：大力推进我区中小学艺
术教育发展，建立社会美育基地，挖掘和
整合校内外美育资源，推动学校、家庭、
社区和社会美育资源整合与联动共享。

赖向华委员：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农村社区
预检分级、隔离观察、协同运转、应急处
置等能力，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
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金桩委员：建议重点支持发展我区
新能源产业、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培
育发展新材料产业、生物高科技产业、大

数据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和文化旅游产
业，推动资源型产业、传统产业、装备制
造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实现
绿色发展。

赵天库委员：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维护和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合
法权益。

塔娜委员：聚焦我区国企重点任
务，着力推进国企布局结构调整，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魏景兴委员：抓住新机遇，促进我
区光伏产业发展，做到既符合国家现行
产业政策，又有利于产业发展。

吉平委员：让文物活起来，进一步
完善政策，推动博物馆改革，鼓励民间收
藏文物。

吉日木图委员：从我区实际出发，
建设学习型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全
民阅读。

闫敏委员：加快出台生态环境监测
条例，建立监测和管理联动机制，强化监
管机制，提升监管能力。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及庆玲 整理）

高瞻远瞩绘蓝图 砥砺奋进谋发展

□本报记者 及庆玲

“深入推进奶业振兴，鼓励以混合
所有制形式建设奶源基地和牧场，支
持传统乳制品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奶业振兴的表述让自治区政协委员、伊利集团奶牛科学研
究院营养中心副主任韩吉雨倍感振奋，“推动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高的
牧场建设，实现养殖业转型升级，是自治区奶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两
会，他带来了关于建立奶业基建投资平台，加快实现奶业发展良性循环的提案。

韩吉雨委员建议，由自治区政府与乳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平台公司，负责
自治区辖内规模化牧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租赁管理，充分发挥平台型企业的优
势，解决土地、资金、技术和市场问题。投资者可以通过平台公司租赁牧场，在
统一标准管理下，牵牛入驻并负责牧场的生产经营。乳业龙头企业要保证原料
奶的收购，确保产业投资者利用奶款支付租金，最终实现三方共赢。

内蒙古：牛!
牛年牛人牛事
扫码观看九幅图
来说道说道
内蒙古究竟怎么牛

韩吉雨委员：：
加快实现奶业发展加快实现奶业发展
良性循环

李英代表：
给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模式
支“五招儿”

1月 27日上午，杨永胜
委员在联组讨论时，提出

“十四五”时期推进我区新
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1月27日，呼伦贝尔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斯日古楞代表建议出台中小学生校外托管行业规范，加
强行业监管，保障中小学生安全。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 月 27 日，自治区
人大代表弭宪柱（左）
和张杨利用会议间隙
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