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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2020年和“十三五”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明确“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思路，安排部署2021年
重点任务，2021年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环境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2月3日召开。会议要求全区
生态环境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内蒙古重
大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各项目标任
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新作为，
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万里绿
色长城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献礼。

2020年及“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内蒙古决策部署，坚守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
勇于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
焦聚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从严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切实加强自然生
态保护、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不断夯实生态环
境保护基础工作、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生态环
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美丽内蒙古建设呈现崭新局面。

会议明确了“十四五”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体思路、主要目标、2021年重点工作和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会议强调，“十四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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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加快推
动美丽内蒙古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要学深悟透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准确把握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扎实做好2021年重点工作，科学谋划
和做好“十四五”和2021年生态环境工作，努力推动全区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会议要求，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内蒙古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提升行动、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扎实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服务“六稳”“六保”、大力加
强生态保护监管、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领域风险和加快构
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起好
步、开好局。 （杨爱群 李俊伟）

站在新起点 踏上新征程
2021年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
治区分公司在2015年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内蒙
古自治区分行2015年第二批资产包项目。根据
下列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抵质押合同，请下
列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
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行偿还本息义务（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附：债权资产清单（债权金额计算基准日为
2021年1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2月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资产催收公告

编号

1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萌业粮
油农副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
签订日期及合同金额）

建蒙巴贷【2014】21号
建蒙巴贷【2014】22号
建蒙巴贷【2014】23号

担保人名称

乔志彬
王红梅

未处置借款
本金余额（元）

30,882,606.32

利息（元）

27,579,812.21

本息合计（元）

58,462,418.53

担保合同编号

建蒙巴保证
【2014】21-
3号

遗失声明 ●不慎将石海燕的身份证（证号：150105197908162029）丢失，声明作废。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向志强
何伟 雷嘉兴

立春，桂北，山间水旁，红军墓分外肃
穆。

有的高大庄严，有的三两合葬；有的
葬有骨骸，有的只藏衣冠；有的墓冢上刻
着数千个名字，也有无字之碑……

行走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兴安、全州
湘江战役旧址，先烈的事迹和名字被人们
用各种形式追寻、铭记。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极
其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
关键一仗。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为
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数
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革命史诗。

追忆，崇敬
走进广西全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纪念馆，巨幅浮雕迎面矗立：背着大刀、握
着枪支、牵着马匹的红军将士奋勇向前，
脚下是用船只搭成的浮桥，江水之中炮弹
炸出阵阵水柱。

“红军转移时携带着大量辎重，武器
配备也简陋落后，面对的则是数倍于他们
的装备精良的敌人。”讲解员胡雅馨说。

红军从湖南道县出发，强渡湘江时，
30多万敌军已形成一个“口袋”，试图将
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中共中央、中革军
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不为胜利者，
即为战败者”的电文，红军将士与优势巨
大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

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
首战。在与国民党桂军的交战中，红三军
团第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
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红军
部队伤亡2000多人，坚持到中央军委两
个纵队全部过江。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为守住渡口生命
线，红三军团第四师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率
部与敌反复冲杀，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
同一天，师参谋长杜中美奉命兼任团长，
指挥部队拼死阻击，打退敌军多次疯狂冲
锋，最后与数百将士战死阵地。

渡江关键时刻，朱德给担任后卫任务
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发出多封“万万火
急”的电报。这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
部队，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被
敌人截断，几乎全部牺牲。

师长陈树湘因腹部中弹不幸被捕，宁
死不屈的他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用
力绞断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兑现了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脚山铺阻击战，红军将士奋力阻扼国

民党湘军进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
易荡平在作战中腿部负伤。在敌人逼近

时，易荡平要求警卫员对他开枪。警卫员
不忍心，他夺过枪，将子弹射向自己，宁死
不当俘虏。他牺牲时，年仅26岁。

兴安县党史专家罗基富曾听80多岁
老人讲述小时候去战场捡子弹壳时看到的
惊人一幕：一个牺牲的红军小战士双手端枪
蹲在坑里，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红军烈士都很年轻，他们为了信仰，
为了理想，不惜流血牺牲，让我想到了4
个字——向死而生！”灌阳县党史专家文
东柏说，他们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
牲的革命精神将永垂史册。

寻找，缅怀
马玉哩子、赖老石头、王小曾女、黄水

金生、赖满妹老……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
军纪念园，墓碑上这些“不同寻常”的名字
引人注目。

“当年参加红军的多是穷苦百姓，他
们的父辈大都没什么文化，给孩子起的名
字比较朴素。”灌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史
秋莹说，有的按辈分排行所取，有的根据
父母之姓所取，有的则根据个人特征等因
素所取。

血战湘江之后，散落各地、难以确认
的无名烈士数不胜数，但党和人民寻找他
们的步伐从未停止。

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的
兴安县，各乡镇村屯树立的大大小小红军
墓有数十座之多。

罗基富介绍，从20世纪60年代开
始，当地就陆续发掘出许多烈士遗骸，“发
现一处就建一个墓，并多次修缮”。

红军三过灌阳，数千红军将士长眠于
此。灌阳县起初只掌握1800多名烈士名
单。经当地党史、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前
往福建、江西等地多方确认，烈士名单增
至2831人。

2018年底以来，共有82具相对完整
的遗骸、7465块零散骸骨从桂北地区的
岩洞、暗河、山林里被发掘出来。新建或
修缮纪念场所、举办隆重迁葬仪式集中安
放……党和人民用各种方式告慰英灵。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
碑”。在脚山铺阻击战旧址上新建的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一大片缓坡散布
着形状各异的巨石。

“每块刻有编号的石头下面都安葬着
烈士遗骸，烈士英魂伴随着苍松翠柏融入
桂北大地，万古长青。”全州县党史专家周
雄动情地说。

一个个名字背后，是一双双盼归的
眼睛。

红军烈士牙美新的后人牙韩高在酒
海井红军纪念园的英名墙上找到了亲人
的名字，当场泪流满面。他特意捧了一把

湘江土带回东兰老家。
福建省长汀县的林廷金、林李妹子、

林天巴三兄弟在湘江战役中全部壮烈牺
牲。2019年6月底，通过湘江战役闽西
烈士后代寻亲活动，林氏三兄弟的孙子终
于在湘江边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他们带
来米酒、河田鸡、红糖和家乡水，以隆重的
客家风俗在兴安县英名墙前祭拜。

无数的英魂有了归宿，更多的无名烈
士还在核对寻找中。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
永世长存。”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无
名烈士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寻找每一个红军英烈的名字，是对
红军英烈的父老乡亲最庄重的交代。”文
东柏说，“我们将继续寻找下去！”

传承，发展
先烈热血浸染的桂北山区，如今已摆

脱贫困，迎来别样的新风景。
沿着昔日红军进入灌阳、全州两县的

线路，重合度 80%以上的灌凤高速于
2015年开通，给老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新圩阻击战所在地灌阳县新圩镇
和睦村，灌凤高速公路带来了更多游客，
带动当地黑李、西瓜等水果热销。村党支
部书记蒋军发带领村民开起餐馆民宿，发
展红色旅游。

“正是过去红军将士翻山越岭长征的
艰辛，才为我们铺就今天越来越宽阔的发
展路。”蒋军发说。

光华铺阻击战发生地兴安县“换了天
地”。华江瑶族乡境内的老山界，是红军
长征以来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走进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竹林摇
曳、溪水透亮，一栋栋具有瑶族特色的民
居错落有致，红色文化广场、农耕展示区
等别有味道。

脱贫户杨盛友正忙着建设农家乐，计
划今年“五一”假期开业迎客。此前罹患
脑动脉瘤的他，在当地党委、政府帮扶下，
身体和生活逐步好转。看到寨子改造后
游客络绎不绝，他也积极加入其中。

如今，华江乡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
化、生态环境等优势积极转型，启动“华江
九寨”等旅游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康养旅
游产业。

系统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红色旅
游项目、保护生态践行“两山”理论……如
今“红色基因”已经融入当地干部群众血
液中，湘江两岸一派生机勃勃新气象。

“对红军英烈最好的纪念是传承红色
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在谋求人民幸福和
民族复兴中贡献忠诚担当，继续走好新时
代新长征。”灌阳县委书记周春涌说。

（新华社南宁2月4日电）

千万次，我追寻着你
——为了湘江战役英魂永存

□新华社记者 刘阳 许缘 邓仙来

今年是“乒乓外交”50周年。1971
年，“乒乓外交”用体育运动“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柔性对话，打破了中美两国
相互隔绝的坚冰。第二年，时任美国总
统尼克松成功访华后，中国赠送的第一
对熊猫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成为两国
人文交流的特殊使者。

“乒乓外交”何以能“小球推动大
球”，成为外交史上的佳话？其秘诀在于
通过小小乒乓球，中美搭建起跨越太平
洋的沟通之桥。从此后，中美人文交流
之树开枝散叶，茁壮成长。

人文交流的“软身段”，起到了难以
替代的“润滑剂”作用，两国人民的交往
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强大基础。几十年
来，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已成为中美关系三大支柱之
一。去年中美新增友好城市4对，两国友
好省州、友城已分别达 50 对和 231 对。
2017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530万人次，
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美在
华留学生也增加到2万人。

人文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美方数据显示，中国在美留学
人员占在美全部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
一，每年给美国贡献的价值超过150亿
美元。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
波罗”智库去年发布报告显示，美国科

研机构近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有中国
教育背景，美国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取
得全球领先地位，与来自中国的人才关
系密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美两
国人民和社会各界守望相助。美国不少
企业、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向中方提供宝
贵抗疫支持，中国很多企业、机构和民众
也向美方伸出援手，包括为美方在华采购
医疗物资提供各种便利。美国卡斯卡德
小学学生们唱起改编的中文歌曲《你笑起
来真好看》，为战“疫”中的中国人民送上
鼓励和祝福，纯净的童声让人感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关系归
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广泛深入的
人文交流与沟通，是实现相互理解、避免
冲突的最好途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加强人文交流和
文明互鉴，能够让两国关系更有温度、更
有韧度、更有深度、更有广度。

令人遗憾的是，上届美国政府掀起
了一股抹黑、阻挠中美人文交流的强劲
逆流。滋扰中国在美留学生、限制中国
驻美媒体、关闭孔子学院等一系列错误
和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对人文交流活
动起到了严重破坏作用。一直标榜“自
由”与“多元”的美国，如此忌惮和阻碍人

文交流，令人匪夷所思。一些政客秉持
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开历史倒车，
遭到广泛反对。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
等许多美国人士斥责阻挠中美人文交流
等行径是“重回麦卡锡主义”。

中美关系发展史蕴含着几十年来两
国各界人士相互接触、交流、沟通和合作
的执着和辛劳，需要倍加珍惜。有学者把
中美人文交流比喻为“不可或缺的氧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关闭的窗户”。人
文交流犹如中美关系的生命线，越是在政
治、经贸等领域出现问题时，越需要迎难
而上，为人文交流注入更多活力。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的时刻，支持中美交流合作的力量从未
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美国机构
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通过发表联名信、撰
写文章、举办视频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
持续发出反对美中对抗、支持美中合作
的理性声音。哈佛大学已故著名中国问
题专家傅高义指出，所谓美中人文交流

“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主张人文
交流“脱钩”的人是少数派。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
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无法阻隔
的。人心相通之桥拆不得。中美民众往
来越频繁，两国友好的基础就越坚实，务
实合作就越红火。搬掉阻碍两国各界交
往合作的“绊脚石”，中美人文交流必将
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人 心 相 通 之 桥 拆 不 得
——正确把握中美关系航向系列评论之二

新华社日内瓦2月 3日电 中国
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3日共同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视
频宣介会，包括近20位大使在内的50多
个国家驻日内瓦外交官、联合国人权高
专办官员、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专家等
嘉宾通过视频“云游”新疆，感受新疆社
会稳定、经济繁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
大好局面。

视频会上播放了反映新疆自然风
光、发展成就、人民幸福生活的一系列视
频短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
兰教协会会长、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
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和乌鲁木齐洋
行清真寺伊玛目木哈提热木·西日甫结
合视频，介绍新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情
况。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结业学
员讲述自己通过学习摆脱极端思想、掌
握劳动技能、过上正常生活的经历。“网
红”主播、“民族团结一家亲”汉族和维吾
尔族结对“亲戚”、维吾尔族妇女、务工人
员代表等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新疆脱

贫攻坚，发展互联网经济，保护传统文
化，开展免费教育和妇幼保健，各族人民
团结互助、亲如家人的感人故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
政府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介绍了新
疆各领域发展成就，指出当前新疆经济
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各族人民充分享
有生存权、发展权等各项权利。新疆已
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一起暴恐案（事）件，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特别是
安全感显著增强。新疆将准确把握新发
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
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欢迎驻日
内瓦使节来大美新疆参观访问。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在致辞中
表示，有些国家、某些势力不愿看到新疆
的大好局面，有意歪曲事实，抹黑中国，
炮制编造一个又一个世纪谎言。个别国
家还挥舞制裁大棒，企图剥夺新疆人民

发展权利、创造美好生活的权利，他们的
行径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中
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推动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满足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将坚定不移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老挝、古巴、朝鲜、俄罗斯、白俄罗斯、
津巴布韦、巴基斯坦、伊朗、厄立特里亚等
国使节发言，感谢中方举办此次宣介会，
由各行各业人士介绍亲身经历，并播放精
彩视频短片。新疆各方面发展情况和普
通人的幸福生活令人大开眼界，对日内瓦
外交界全面准确了解新疆真实情况有很
大帮助。不少使节回忆起近年应邀访问
新疆情况，高度赞扬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
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宁、保障人权、增
进人民福祉；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巴基斯坦常驻团副代表安德拉比表示，巴
方愿与新疆及中国其他地区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携手发展，促进民心相通，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疆是个好地方”宣介会在日内瓦举行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2月 4日，中铁十八局的职工在建设工地生活区贴福字。当日是北方小年，在天津市京滨城际铁路跨永定新河建设工地
生活区，中铁十八局的职工与就地过年的一线建设者一起写福字、剪窗花、包饺子，共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工地过小年 年味别样浓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
动各地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
精神文明教育和爱国卫生运动积累的
好经验好做法长期坚持下去，引导人们
培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弘扬崇尚节约理念、树立绿色环保
观念，中央文明办近日印发《关于持续
深化精神文明教育 大力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融入文明实践，发挥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广泛开展以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为主题的各种
文明实践活动，特别要针对冬春季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好返乡人员的宣
传。要部署发动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
务组织有针对性开展健康知识宣传、疫
情排查巡查、关心关爱服务、心理疏导

调适等志愿服务活动，特别要在春节期
间重点关注就地过年、居家过年人员，
提供必要生活保障，营造互帮互助、向
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融入文明培育，推动各
级各类媒体深度报道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的目的意义、工作举
措、经验做法，大力选树和宣传群众身
边的榜样模范，推广一批可复制、可普
及的经验做法。要深入推进文明风尚
行动，引导人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反对餐饮浪费行为、提升文明旅游素
质、增强文明交通意识、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中厚植文明健康理念、践行绿色环
保生活。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融入文明创建，推动各地城
市全面推进社会健康管理，打造健康宜居

城市环境；推动各地村镇积极倡导现代文
明理念，大力破除陈规陋习，丰富农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各类
单位承担起清洁环境卫生、树立行业新风
的责任，以干净整洁的“小环境”构建美丽
和谐的社会“大环境”；推动千千万万个家
庭强化居家自我防护，主动参与社区和房
前屋后绿化美化净化；推动各地学校加强
学生健康教育、劳动教育和节能环保教育，
引导青少年从小讲卫生、懂礼貌，尚节俭、
爱劳动。

《通知》强调，各级文明办要把长期
培育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与抓
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既
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提升群众文明健
康素养，又要针对性地组织“迎新春、防
疫情，讲文明、树新风”活动，设计群众
喜闻乐见的载体，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营造文明健康、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中央文明办部署推动各地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