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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刘晓冬）2月
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
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
区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研究我区
市县乡换届工作有关事宜，听取煤炭资源
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当前疫情防控等工作。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党员领导干部特
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习、带头研究，
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在地
方党委换届工作中严格按照《条例》组织实
施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工作规范有序进

行。要扎实做好全区盟市、旗县（市、区）、
苏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
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
向、形成好气象，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顺利完
成“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

会议指出，我区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
法问题专项整治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同时下一步深化治理的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标准不降、力度
不减、劲头不松，扎实推进深化治理阶段
各项工作，坚定坚决完成好专项整治这一
重大政治任务。要继续扎实做好未整治完
毕具体问题的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案件

查办力度，全力做好因违规违法问题流失
的国有资产追缴工作，加强涉煤企业项目
审批和全流程监管，抓好涉煤领域政策法
规和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整
治成果。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推动主动
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成为常态。
要从政治高度深刻反思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把全面从严
治党、修复政治生态的工作紧而又紧地抓
下去，把推动煤炭产业规范发展、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实而又实地抓下去。要加
强领导、压实责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有
人盯、有人抓、有人管，为深化治理提供坚
实保障。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关于我区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
真落实中央要求和自治区关于科学精准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安排部署，压实疫
情防控“四方责任”，既全面做好人的防控工
作，又高度重视做好货物、环境等的监测防
控，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行业领
域、重要环节抓好防控，又织密织牢社会面
的防控网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动态
分析、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充分考虑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需要，精准
确定防控级别，真正做到科学化、精准化防
控。

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新精
神新要求，对进一步做好我区信访工作进行
了研究部署。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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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2月6日电 （记者 李宣
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日
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
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立春时节，贵州大地山青水碧。上午10
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师，首
先到场站医院了解部队疫情防控和支援地
方防疫情况。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我军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在疫情防
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
献。当前，国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疫
情防控工作依然繁重，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
流动和聚集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加。要毫
不放松抓好部队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支援
地方抗击疫情准备，巩固和发展我国疫情防
控良好态势。

在外场机棚，习近平听取师基本情况和主
战装备情况介绍。某型特种机是空中信息作
战的重要装备，习近平登上该飞机，进入任务
舱察看任务系统，了解特种机工作流程和执行
任务情况。习近平强调，现代战争中，制信息
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要加快发展先
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
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

习近平对官兵学习生活很关心，专门到
某飞行大队空勤楼察看有关情况。在飞行

准备室，大队正在组织新飞行员进行飞行技
术研究。看到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
向习主席敬礼问好，报告训练情况。习近平
指出，对部队来说，抓好军事训练非常重
要。要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
神，结合空军部队实际，大抓实战化军事训
练，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随后，习近平来到空勤楼走廊，察看春
节前有关文体活动设施准备情况，了解部队
统筹疫情防控和节日生活有关安排。得知
部队准备了微视频到前线、送春联、球类比
赛等多种形式的趣味活动，习近平称赞活动
有兵味、有特色，叮嘱各级要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合理安排节日有关活动，让官兵
在部队过好年。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全师
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认真贯
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部队建设新
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习近平最后表示，春节期间，全军部队
要加强战备值班，守卫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
福安宁。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把官
兵节日期间生活安排好，让大家过一个喜庆
祥和、欢乐安全的春节。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空军航空兵某师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北京2月 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6日致电第34届非洲联
盟峰会，向非洲国家和人民表示热
烈祝贺，习近平祝愿非洲国家和人
民在联合自强、发展进步的道路上
不断取得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中非关

系令人难忘的一年。中非双方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共克
时艰，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功
举办，中非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
方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国际
公平正义，向全世界展现了中非关
系的高水平。今年，新一届中非合

作论坛会议预定在塞内加尔举行。
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凝聚战略共识，
推进抗疫合作，全面落实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造福
中非人民。

习近平向第34届
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月 4日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习
近平到场站医院了解部队疫情防控和支援地方防疫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
月4日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习近平
到某飞行大队空勤楼飞行准备室，察看飞行技术研究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
月4日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习近平
来到空勤楼走廊，察看春节前有关文体活动设施准备情况，了解部队统筹疫情防控和节日生活
有关安排。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奔涌不息的历史长河，总会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留下不同
寻常的印记。

2020年，全区组织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围绕
中心大局，突出主责主业，聚焦“三年打基础、五年争优先”，
守正创新、真抓实干，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

聚焦疫情防控发挥组织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按照“7个起来”“8个落细落
实”的部署要求，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全区112名抗疫表现突
出干部得到提拔重用，836人火线入党，何建华等3名个人和内
蒙古自治区对口支援湖北省荆门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等3个集
体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紧扣脱贫攻坚聚合组织力量。坚持抓党建促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全区分级分类培训扶贫干部52.5万人次，对不适
宜继续攻坚的20名脱贫攻坚工作总队队员进行调整充实，
选派9640名第一书记参战一线，组织开展全覆盖集中踏查
暗访行动，推动脱贫攻坚巡视“回头看”和国家脱贫成效考核
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落实落地。

■下转第3版

以实干实效服务大局大事
——2020年全区组织工作综述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远方的贵宾到苗寨，
苗家儿女喜盈盈、喜盈盈……”
乌江上游，六冲河畔，少数民族

群众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打鼓吹
笙，载歌载舞，唱起了欢快的苗家迎
客歌。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朴实的脸
上，悠扬的歌声回荡在青山绿水间。

“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早年，
也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春节的祝
福，祝愿全国各族人民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牛年吉祥！
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山川锦绣、欣
欣向荣、繁荣富强！”

2月3日至5日，中华民族的传
统节日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调研，探访苗
寨化屋村，走进惠民超市，来到基层
社区，给各族干部群众送来新年的美
好祝福和党中央的关怀慰问。

“祝你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
幸福、更加甜美”

2月 3日，农历立春。乌蒙山
腹地的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
化屋村，细雨绵绵，云雾缭绕。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越过一道
道山梁、绕过一道道弯，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深山大江边的苗家小村，一排整
齐有致的白色小楼映入眼帘。

化屋村原名“化屋基”，意为“悬崖
下的村寨”。因群山阻隔、险流环绕，
贫困发生率曾高达63.6%。

“以前出山要攀‘手扒岩’，吃
水要到江边背，住着茅草屋，病了
挖草药……”当地干部告诉总书
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脱贫
政策推动下，化屋村迎来跨越式发
展，2019年底贫困人口清零，苗寨
旧貌换新颜。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
省，毕节又是贵州脱贫攻坚的重点
市，脱贫攻坚任务很重。上世纪
80年代，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
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
着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牵挂着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
试验区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就毕节
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提
到毕节脱贫攻坚工作，对推动实施好《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
改革发展规划（2013－2020年）》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来，
总书记就是专程来看看乡亲们脱贫后的实际情况。

走进苗族村民赵玉学家，习近平总书记从客厅、厨房到
卫生间，看得十分仔细。

“做饭用电，电费贵不贵？有了自来水，洗澡都有热水吧？”
赵玉学指着客厅墙上的照片说，过去就住在这个麻窝寨

里，透风漏雨，没水没电。4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
下，现在住进了这个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水电路都通了，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楼上三间卧室，紧凑而温馨。窗外，远处山势雄奇、风景
如画。“这是抬头见景啊！”总书记称赞道。

在客厅，习近平总书记同赵玉学一家五口人聊起家常，
详细询问家里有多少地、都种些什么、在哪里打工、收入多
少、孩子上学要不要交学费、将来有什么打算……

赵玉学告诉总书记，过去在山上种了两亩地玉米，生活
很困难。现在夫妻二人在福建莆田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
元。3个孩子分别在上初中、小学，学费、住宿、吃饭都免费。

“看来‘两不愁三保障’都有保障了。”习近平总书记说，
“脱贫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5年过渡期，让脱贫群众生活稳
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就业很重要，是生活水平再提高的
重要保障，是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措
施。外出务工也行，在家门口就业更好，可以好好照顾孩
子。把孩子教育培养好，未来就更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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