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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9 日下午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
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
开工仪式。

北京时间 17 时许，习近平抵达人民
大会堂主会场，同在克里姆林宫主会场
的普京互相挥手致意。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
克共同主持仪式。

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工
程建设者代表通过视频连线分别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分会场、辽宁省葫
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分会场，莫斯科政府
大楼分会场、罗斯托夫州原子能机械制造

厂分会场参加仪式。两国企业负责人分
别向两国元首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对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表

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建设者致以崇高敬
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我同普京总统
商定，将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
次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面对世纪疫
情叠加百年变局，中俄相互坚定支持，密
切有效协作，生动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强调，能源合作一直是两国务
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
的领域，核能是其战略性优先合作方向，
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今天开

工的 4 台核电机组是中俄核能合作又一
重大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坚持安全第一，树立全球核能
合作典范。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和运
行好 4 台机组，打造核安全领域全球标
杆。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拓展核领域双
边和多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世界核
能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核能科技
合作内涵。要以核环保、核医疗、核燃
料、先进核电技术为重要抓手，深化核能
领域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创新成果
转化等合作，推进核能产业和新一代数
字技术深度融合，为全球核能创新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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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
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5 月 1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
核电站开工仪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5 月 1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
核电站开工仪式。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本报记者 刘国新 康丽娜
帅政 王塔娜 金泉 阿古拉

近日，一个好消息传来：今年一
季度，赤峰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开
门红”，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423.9 亿
元，同比增长 15.1%；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3%，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90.4%⋯⋯

一组组可喜数据，印证着赤峰市
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赤峰市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定不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从田间地头到厂房车
间，从乡镇苏木村嘎查到城市社区，
从党政机关办公室到红色教育培训
基地，创新的活力喷涌，发展的动力
澎湃，奋进的热潮迸发。

大美赤峰，踏着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铿锵鼓点，高歌猛进。

高质量发展风帆正举
“要找准内蒙古在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的定位，深入分析自己的优
势领域和短板不足，进一步明确经济
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推动相
关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
进制造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也是

赤峰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前
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赤峰市始终牢
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加速转型升
级、结构调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初夏，玉龙之乡重大项目建设正
酣。“十四五”开局之年，赤峰市凝心
聚力、抢抓机遇，全力以赴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落地生效。年内计划实施
重大项目 275 个，总投资约 1500 亿
元，项目涵盖生物医药、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石，园区是
项目发展的载体和平台。2015 年，
赤峰市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实现工
业集中集约集聚发展，决定建设赤峰
东部工业经济走廊，在原有红山、元
宝山、松山工业园区基础上，新建东
山工业园区。按照 4 个园区产业互
补、循环发展的思路，明确了 4 个园
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先后出台了“飞
地经济”政策、建设次临港产业区、退
城进园、北部旗县限制新上工业项目
等相关政策，精准开展招商引资。

2016 年，东山工业园区拔地而
起。至此，该市高新区“一区四园”总
体布局形成。截至 2020 年底，“一区
四园”建成区面积 51.2 平方公里，入

驻企业总数为 290 多家，工业总产值
57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615 亿元，从
业人数 4.45 万人。

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以产业项目
为支撑，近年来，赤峰市着力优化存
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推
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壮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不断增强产业优势和发展后劲。

在赤峰云铜电解铜车间机器人
剥片机组演示区，2 台机器人正摆动
着机械臂娴熟地将一片片阴极铜片
清洗、剥片、码垛⋯⋯2 台机器人每小
时可剥离 600 片电解铜片，相当于 30
名工人的生产效率。

人工向智能转变，是赤峰云铜电
解铜车间生产线科技创新真实写照，
也是赤峰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一个缩影。用赤峰云铜总经理王
金禹的话说：“赤峰云铜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创新史”。

赤峰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
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全力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十三五”时期，全市新
增科技创新平台载体 152 个，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 8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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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赤峰高质量发展足音铿锵大美赤峰高质量发展足音铿锵

□新华社记者 王念 何伟 王悦阳

4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位于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
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脚山铺
阻击战的战场遗址。1934 年底，为确
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粉
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湘江战
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
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
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
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
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
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突破

【红色足迹】
“当时真是危险啊！”在中央红军

抢渡湘江四大渡口示意图前，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感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想，如果
没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
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
封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
牺牲，还没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
的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湘江记忆】
红军抢渡湘江前，敌军已形成一个

“口袋”，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面前是数倍于己、装备力量悬殊

的敌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枪林弹雨
中，红一、红三军团将士呐喊着：“誓死
保卫党中央！”“红军万岁！”死守阵地，
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

“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
到新圩！”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
李天佑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红
五师立下的军令状。新圩阻击战前，
红五师收到的电令是：“不惜一切代
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子弹不够了，大刀白刃近距离厮
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紧跟
而上。战场上硝烟弥漫，飞机扫射、

炮弹轰炸，敌军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
攻都被红五师打退了。鏖战到第三
天下午，红五师接到军团电报：军委
两个纵队已突围渡过湘江。

清点人数时，在战场上只流血不
流泪的李天佑双眼模糊，默立良久：
全 师 3000 余 人 连 同 伤 员 只 剩 下
1000 余人，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
团长黄冕昌等指战员英勇牺牲。

新圩阻击战发生在枫树脚一带，
那时，枫叶正红。

【守护·传承】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90后”

讲解员胡雅馨的爷爷是参加过湘江血
战的红军战士。2019年9月纪念馆建
成后，她应聘讲解员。“讲起红军的故
事，我经常是含着泪的，也能看到很多
参观者眼中闪着泪花。”胡雅馨说。

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
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周运良说，纪念园
包括纪念馆和纪念林，落成一年多
来，各地干部群众 360 多万人次前来
接受红色教育。 ■下转第 3 版

湘江永远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广西篇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者 刘
晓冬）5 月 19 日，自治区规范政府债
务管理防范金融风险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听取 2020 年以来全区规
范政府债务管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
记、自治区规范政府债务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泰峰主
持会议并讲话。

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韶春、副
组长黄志强出席会议。

会议肯定了去年以来全区规范
政府债务管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分析了面临的风险隐患。会
议强调，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既是
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必须把弦绷紧、
持续发力、精准拆弹，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各级要树立
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全面深入
细致排查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
盯住重点、抓住关键，集中优势兵力
打好歼灭战。要按照自治区的既定
安排部署，既保持打攻坚战的态势，
又抱定打持久战的决心，一年接着一
年抓，不达目的绝不收兵。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

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科学统筹
化解政府债务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
系，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努
力从源头上防范好财政金融风险。

会议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完
善思路举措，全力做好政府隐性债务
化解工作。要充分挖掘潜力，统筹资
源资产，通过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
预算安排、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积极
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要根据各地化
债进展和成效，严格落实奖惩措施，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要加强专项债
券管理，严防法定债务规模过快增
长。要引导各级加快摆脱过度依靠
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
引导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
现、早处置，加快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妥善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严密防范
地方法人银行流动性风险，认真解决
企业债务逾期问题，重拳惩治金融腐
败，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要
引导金融机构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和水平，通过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金融
需求推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要扎
实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储备和梯次培育
工作，助推更多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要充分发挥区域股权市场服务中
小微企业孵化、改制和融资的基础平
台功能，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遵守
政治纪律的高度认真落实“过紧日
子”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
出，不该花的钱绝不能乱花，坚决杜
绝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现象。有关部
门要加强监管、严肃执纪，该出手时
就出手。今年是换届之年，各级要一
以贯之地做好政府债务化解工作，保
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不允许

“新官不理旧账”，也不允许前任给后
任甩“包袱”，同时还要防止一些地方
和领导干部出现投资冲动，盲目过度
超前、不考虑偿还能力举债。

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规范政
府债务管理防范金融风险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规则》、《自治区规范政府债务
管理办公室和防范金融风险办公室工
作细则》，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全区防
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工作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自治区规范政府债务管理
防范金融风险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石泰峰主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本报 5 月 1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自治区农牧
厅立足服务“三农三牧”职能职责，紧紧
抓住农牧民关心期盼的现实问题，将现
有重点项目建设和扶持政策落实更深一
步、更细一层，重点办好 10 件惠民实事，
让广大农牧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据了解，这 10 件实事包括我为农牧
民增收打基础、我为农牧民增产送科技、
我为农牧民讲好惠农惠牧政策、我为群
众把好农畜产品质量关、我为农牧民发
展乳制品产业助力、我为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加把力、我为改善农牧民人居环境
作贡献、我为农牧民搭建社会化服务平
台、我为帮扶村乡村振兴加把劲、我为包

联社区办实事等内容，用心、用力、用情
为民办实事、舒民忧、解民困。

重点办好的 10 件实事围绕农牧民增
收、农牧业增产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将
持续改善农牧民生产条件，完成好高标准
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深松整地、
肉牛肉羊高产创建、奶业振兴、基础母牛
扩群提质等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强业
务指导、科技服务，在提升完善上下功夫，
充分发挥项目作用，巩固农牧民丰产增收
好势头。同时，分类梳理与农牧民和新型
经营主体密切相关的百条政策措施，让科
技人员带着政策进村入户、坐诊热线答疑
解惑，通过新媒体广泛宣传，让农牧民有
渠道了解政策有哪些、谁受益、补多少、怎

么办。还通过明察暗访、飞行检查，对农
牧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抽检 2 万批次
以上，在“管、检、治”三个环节为群众把好
质量安全第一关，确保全区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持续向好，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吃得放心。还要在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上继续发力，支持 25 万户农牧民完成改
厕任务，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建设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改善农牧民生活环境，提升
农牧民生活品质。

自治区农牧厅“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出炉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