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新闻网 草原客户端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5-0002
邮发代号：15-1

今日12版

2021年5月

27
星期四

辛丑年四月十六

第26259期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新华社北京 5月 26 日电 5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世界各国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共
建人和自然和谐的美丽家园。中国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参
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中国持续深
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

态环境治理。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当日在云南省昆

明市开幕，主题为“发挥司法作用 促进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大会
由最高人民法院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
合举办。

习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26日同尼泊尔总统
班达里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中尼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抗疫努
力，深入开展抗疫合作，彰显了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近期，南亚
疫情出现新一轮暴发，尼泊尔也面临
严峻挑战。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
及民间机构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向尼
方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和疫苗，
同尼方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
中方将继续为尼方抗疫提供力所能
及的支持，相信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
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习近平强调，去年 12月我同总
统女士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

程。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
同尼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加快共建

“一带一路”，稳步推进跨喜马拉雅立
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推动两国面向
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方不会
忘记尼泊尔给予中方的宝贵支持，将
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
立、领土完整，尊重尼泊尔人民自主
选择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
发展。中方愿同尼方密切多边协作
和配合，坚定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广
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班达里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
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摆脱贫困、外
空探测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将继续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
更大成功。尼中是世代友好的战略
伙伴，尼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
势力利用尼领土进行任何反华活动。
尼方感谢中方为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高度赞赏中
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
念，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对
尼成功国事访问取得的重要成果，推
动尼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助力两国
实现共同发展和持久繁荣。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26日同黑山总统久
卡诺维奇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黑山建交以
来，双方始终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相互支持，在共建“一带一路”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带
动下，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
等重点领域合作成果突出。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双方相互支持，在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开展了良好
合作。中方愿继续为黑山抗疫提供
力所能及的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中国愿同黑山传承友好情
谊，巩固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基础设

施建设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双方应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
切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致
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前不久举行的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我同总统
先生以及与会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为
合作机制发展作出重要规划。今年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和
环境保护年”，中方支持黑山作为中
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机制牵头
国发挥积极作用，愿同黑山一道，落实
好峰会共识和成果，推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久卡诺维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
强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相

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必将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黑中两国友谊深厚，
是真正和真诚的好朋友。黑山赞赏中
方始终秉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
赞赏中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国情
的发展道路，感谢中方为黑山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
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和中东欧国
家——中国合作机制给黑山等地区国
家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和实惠实在的
利益。黑山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基础设
施、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
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黑山开展投
资合作。黑山愿继续积极参与并坚定
推动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深入发
展，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我对黑中两
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未来合作更
加蓬勃发展充满信心。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26日同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通电话。

习近平请桑切斯转达对费利佩
六世国王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
中西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合作
伙伴，双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中方愿同西方扩大双边贸易往
来，积极推进港口物流、智慧城市、清
洁能源等合作项目，加强同拉美、非
洲第三方合作，深化两国人文交流。

习近平强调，虽然发生了新冠肺
炎疫情，但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

潜力。可以预见，未来中欧关系既拥
有新的机遇，也面临各种挑战。关键
是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
方向，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
的主基调。希望西班牙政府为推动
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继续发挥建设性
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同 160
多个国家的560多个政党保持友好
关系。双方应加强政党交往，深化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走好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完善全球治理贡

献智慧。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习

近平的诚挚问候，表示去年以来，西中
两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两国
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双边经贸合作
取得显著成果，西班牙对华农产品出
口大幅增长。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各国更加需要团结合作，维护多边
主义。西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人文领域交
流，欢迎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合
作。西方愿为推动欧中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双瑞 翟濯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
骨、岭岭皆丰碑——新县，鄂豫皖苏区首
府所在地，大别山腹地。革命战争时期，
不足 10 万人的新县为革命献身 5.5 万
人；鄂豫皖苏区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
的奇迹。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兰考，焦裕禄精
神诞生地。20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在这里带领群众种泡桐、
除“三害”。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 475
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
丰碑。

巍巍青山，唱不尽英雄赞歌；滚滚黄
河，淘不完英雄故事。站在发展新起点
上的河南，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
资源，谱写新时代绚丽篇章。

情怀

【红色足迹·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2014年3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一到兰考，就直接前往焦裕禄同志纪
念馆。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
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
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
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
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当总书记看到焦裕禄曾用过的藤
椅时，他眼含热泪。虽然已经是第二次
来了，但在馆内看到焦裕禄提出的‘干部
十不准’时，他依然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
阅读。”曾在2014年为习近平总书记作
讲解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
依然记得彼时的情景。

【红色历史·“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一棵泡桐树

粗壮挺拔，华盖如云。这棵已生长了58
年的老树不负期待，桐花再次绽放。

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
记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精神，写下了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写道：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此
处的“焦桐”，正是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
这棵树。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
株小树苗。1962年焦裕禄来到兰考时，
兰考正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苦，为了
整治“三害”，焦裕禄亲自带头查风口，探
流沙，察洪水。了解到泡桐可以挡风压
沙，焦裕禄又带领全县干群大规模种植
泡桐。焦裕禄去世后，当地群众为了纪
念他，亲切地将他亲手栽种的泡桐称为

“焦桐”。
【缅怀】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焦裕禄曾用生命喊出的豪言，如今
在兰考已变为现实。目前，兰考县已成
为全国粮食一个重要生产基地，全国小
麦、棉花、油料生产百强县。两岸的黄河
湿地每年都会有大雁、天鹅、斑嘴鸭等
200多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每年，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来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
神。截至今年4月，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已
接待游客90多万人次。焦桐树下，不少
人缅怀静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不朽的
英魂。

董亚娜已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
了28年讲解工作，总有人问她，日复一
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会不会感到厌
倦？她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
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焦裕禄书记是一
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信念

【红色足迹·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陵园】

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
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总书记强调，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
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
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
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
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红色历史·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
碑】

新县被民间誉为“将军县”。这里是
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落脚地，先
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
十八军等主力部队。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
骨、岭岭皆丰碑——这是新县儿女用鲜
血和生命赢得的至高礼赞。

■下转第3版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本报记者 宝力道 韩继旺 张慧玲
图古斯毕力格 贾奕村 特润

“塞上江南”巴彦淖尔。这里既有江
南水乡的玲珑温婉，又有塞上高原的雄
浑壮观。这里黄河滋润、渠道纵横，这里
五谷丰登，田畴似锦……

初夏时节，走进这片母亲河孕育而
成的田园沃土，到处弥漫着绿野的芬芳，
到处奔涌着发展的活力，到处洋溢着幸
福的笑脸。

今年一季度，巴彦淖尔市地区生产
总值实现175亿元，同比增长15.6%，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4亿元，同比增
长 55.2%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85.5%，高于全区13.8个百分点……

生态治理夯筑绿色根基，特色产业
激活发展引擎，民生为本构筑幸福新
城。巴彦淖尔市不断提升绿水青山“颜
值”，创新挖掘金山银山“价值”，前进的
脚步坚实而豪迈。

沃野田畴绘新景，沧桑巨变展新
颜。近年来，巴彦淖尔市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湖两海”治理和河套
灌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指示要求，主动
作为，系统推进，研究制定了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及配套办法，推动生态治理保护
和现代农牧业发展实现互促共赢。

生态治理夯筑绿色根基
初夏的乌梁素海波平如镜、湖天连

缀，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中，三五成群的疣
鼻天鹅、鸬鹚、海鸥、野鸭等各种野生鸟
类从水面上轻快掠过，勾勒出一幅浓淡

相宜的水墨丹青画卷。
“现在海区水质持续好转，鱼类和鸟

类数量明显增加。每年有260多种600
多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乌梁素海鸟类保
护站站长马海明说。

合力护碧水，再现清如许。近年来，
巴彦淖尔市系统实施了总投资56.78亿
元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在流域上游乌
兰布和沙漠，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在城镇和工业园区，实施点源污水

“零入海”工程，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做到城镇污水和工业废水全收集、全处
理；在河套灌区全面开展控肥、控药、控
水、控膜四大行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化
肥、农药利用率均达到40%；在乌梁素海
湖区，实施生态补水、湿地净化等工程，促
进水体循环；在湖区周边，全面开展乌拉
山生态修复和乌拉特草原自然修复。

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杜占贵
介绍，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施策，乌梁素
海水质整体达到五类，局部达到四类，流
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巴彦淖尔境内地形独特，仪态万
千。这里阴山巍峨、黄河奔涌、层峦叠
嶂、沙漠浩渺，草原一望无垠、湖泊星罗
棋布，再加上八百里河套田园，山水林田
湖草沙在这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生
命共同体。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巴彦淖尔绿
色发展的根基和命脉，而绿色发展又是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只有两
者统筹推进，才能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生
态治理，常抓不懈。巴彦淖尔市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持
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工程，中心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4.1%，全面推行河
长制，多措并举守牢生态底线，厚植绿色
发展根基。

在乌兰布和沙漠，一期投资15亿元
的中国和以色列防沙治沙生态产业园落
地推进。2020年10月，巴彦淖尔市乌兰
布和沙漠治理区被列入全国第四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巴
彦淖尔成为防沙治沙用沙的标杆示范城
市之一。

如今在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中，分
布着圣牧公司22万亩草场和23座有机
牧场，10万头奶牛贡献了全国一半以上
的有机牛奶。

“我们栽树固沙、种草养牛、牛粪还
田，形成了完整的全程有机循环产业
链。这里饲养着9700头奶牛，日产鲜奶
145吨，去年产奶53000多吨，实现产值
3亿多元。”圣牧二牧场场长吕海金无比
自豪。

在盐碱地改良方面，巴彦淖尔市与
清华大学、南京土壤研究所等17家科研
院所合作，引进73家企业，进行21项改
盐新技术试验比对，针对不同类型盐碱
地找出有效治理办法， ■下转第3版

““塞上江南塞上江南””巴彦淖尔书写绿色崛起新篇章巴彦淖尔书写绿色崛起新篇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5月 25日讯 （记者 戴
宏）5月 25日，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年第6次
集体学习暨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观看《生命重于泰
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进一步
安排部署全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布小林委
托，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韶春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
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高度出发，系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立足“两个大局”、坚持“两个至
上”、统筹“两件大事”、强化“两个根
本”，把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工作举措
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
快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以高质量的安全管理服务
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从根本上提升安全
生产整体水平。持续夯实安全生产
责任，织牢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决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把安全发展理念
落实到各项规划建设全过程。筑牢安
全防控体系，健全落实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落
实“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
划，加快推进高危行业“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加快建设覆盖各高危行
业的安全生产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

会议强调，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十四五”开局之年，维护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意义重大。 ■下转第3版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
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部署全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5月26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原村村民黄爱玲正在蔬菜大棚内摘成熟的西红柿。林原村发展蔬菜产业有20多
年的历史，青菜、甘蓝、茄子等蔬菜远销京津冀。 本报记者 王鹏 王晓博 摄

柿子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