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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新华社西宁6月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改革开放，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进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6月 7日至 9日，习近平在青海省

委书记王建军、省长信长星陪同下，先
后来到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
深入企业、社区、自然保护区、农村等进
行调研。

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
城中区的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考察调研。在生产车间，习近平察看原
材料、生产流程、产品展示，了解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加牙藏毯手工编织技
艺的保护传承，对企业带动当地群众就
业增收表示肯定。在企业检测、设计部
门，习近平仔细观看产品耐磨度测试、

产品设计图样，询问产品销路和企业创
新发展情况。习近平强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
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
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升。青海发
展特色产业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要
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
展的政策环境。要加快完善企业创新
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促进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有机结
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把产业培
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

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

随后，习近平来到西宁市城西区文
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听取他们加强基
层党建、完善基层治理、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汇报，同现场办事群众交谈。
习近平先后走进社区书画室、幸福食
堂、康复室、舞蹈室、阅览室，观看退休
人员书画练习、歌曲排练，了解社区向
老年人提供餐饮、健康服务，向青少年
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等做法。在
社区广场，习近平同围拢来的群众亲切

交流。他指出，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
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
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社区治理得
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
员，要把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建得
更强，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在
办好一件件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中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
记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

福再接再厉、不懈奋斗。
8日，习近平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刚

察县考察调研。他首先来到青海湖仙
女湾，听取青海省加强祁连山地区和青
海湖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介绍。随后，沿
木栈道步行察看。湖面开阔，水质清
澈，飞鸟翱翔。习近平强调，青海湖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
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生态
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要落实好
国家生态战略，总结三江源等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经验， ■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中国科协主
办，中国科技馆、内蒙古科协承办，内蒙古科技馆承展的

“礼赞共和国——科技成就展”近日在内蒙古科技馆展
出。

连日来，不少市民群众带着孩子前来观展。从中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到第一艘国产航
母，从全球最大锻压机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一件件

展品让人目不暇接。
在“探索与发现”“创造与体验”“地球与家园”“魅力

海洋”“生命与健康”“科技与未来”“宇宙与航天”“智能
空间”“儿童科技园”9大展厅内，一项项“高大上”的展
品展项吸引着人们纷纷驻足围观、体验。

此外，数字立体巨幕影院、数字球幕影院、4D动感
影院、科学实验室等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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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梦想从这里启航

6月7日至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8日下午，习近平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
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考察时，同村民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6月7日至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7日下午，习近平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
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阅览室，了解社区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 6月 9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6月 7日至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乌海市和
阿拉善盟，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强调要
切实扛起大保护大治理重大政治责
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突
出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施策，久久为功
推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连日来，石泰峰沿黄河对堤岸防
护、流域综合治理及生态保护情况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在黄河海勃湾
段，石泰峰实地查看沿岸防护工程实
施，仔细询问防汛举措。他强调，防汛
工作丝毫不能放松，沿黄各地要坚决
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严格落实工作责
任，扎实推进工程实施、应急保障等各
项工作，切实做好防汛抗旱的充分准
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石
泰峰来到乌海龙游湾湿地公园、乌兰
布和黄河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和贺兰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入了解生态
保护修复、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及成
效。他指出，乌海和阿拉善都是极度

缺水地区，搞生态修复治理一定要从
实际出发，不论是植树还是种草都要
因地制宜、量水而行。要从大生态系
统的角度认识沙、治理沙，积极利用科
技手段做好防沙治沙工作。贺兰山生
态地位十分重要，一定要坚持把贺兰
山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与保护黄河
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更大决心、下
更大气力解决好贺兰山生态保护治理
中的突出问题，既要有效管护好自然
保护区也要全面保护好其它区域的生
态环境。在途经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乌海辖区时，石泰峰停车暗访

“植物大熊猫”四合木保护情况。他指
出，保护好四合木这个濒危物种责任重
大，有关方面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
保护力度，摸清底数、建立档案、加强监
测，做细做实各项保护工作。

石泰峰高度关注矿区环境整治状
况，实地考察了乌海能源公司路天煤矿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和原旧洞沟排
渣场自燃火点治理项目实施情况。他
指出，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
复治理，不能只从环境污染治理的角度
去看待，而是要从区域生态系统修复的
高度来认识和推进，坚持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办
法，尽最大努力弥补历史欠账。要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该治理的要加大力度
治理，该自然恢复的要最大限度减少人
为干扰，久久为功抓好生态治理和保
护，持续推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在暗访检查苏海图小铁帽子采空
区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和宏力公司大岭
煤矿采空区治理项目时，看到露天开采
造成山体严重破损、满目疮痍，石泰峰
痛心地说，像这样的野蛮开采，不仅破
坏了自然生态，也破坏了子孙后代赖以
生存的家园，各地一定要深刻吸取教
训，切实算清经济账、生态账、政治账，企
业不能只想着利润、政府不能只想着税
收，决不允许再搞露天矿山开采，决不
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
一地的经济增长，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要严肃追责问责，该关停的企业要坚
决关停。修复治理工作要实打实地搞，
决不能应付了事甚至弄虚作假。各级
干部要正确面对、认真反思生态保护工
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高度重视解决
突出问题，切实把工作搞精准、做细致、
抓深入。

沿黄地区产业能否实现转型升

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至关重要。石泰峰走进西来峰煤焦
化公司、亚东精细化工公司、赛思普科
技公司、中盛科技公司、灵圣作物科技
公司、泰兴泰丰化工公司，现场查看污
染治理设备运行状况，深入考察煤基
产业全产业链工艺、全系产品布局等
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节能降耗、增效降
污、发展效益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
紧紧抓住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重大
机遇，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围绕
主导产业做好转型升级的文章。要舍
得打破一些“坛坛罐罐”，坚决淘汰不
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大力促进能源
化工产业向精深加工和高端化发展。
要积极推进园区内企业整合与产业统
筹，搭建产业链上下游内循环合作平
台，鼓励企业之间加强互利协作，促进
产业链条延伸。发展新能源产业要有
长远谋划和科学规划，紧紧围绕推动
主导产业延伸升级来进行，不能停留
在传统发展路径上打转转。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张韶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石泰峰深入乌海市和阿拉善盟明查暗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

本报呼和浩特 6月 9日讯 （记
者 刘洋）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截至6月8日，呼和浩特市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次的人数已达
到116.4万，但其中只有28.4万人完成
了第二剂次疫苗接种，尚有88万人正陆
续进入或已进入第二剂次疫苗接种期。

目前，全市将在6月底前集中完成

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次居民的
第二剂次接种工作，暂停第一剂次接
种工作。凡接种过北京生物、科兴中
维灭活新冠病毒疫苗（共两针）的，在
接种第一剂次后满21天者，或接种过
安徽智飞新冠病毒疫苗（共三针）的，
在接种第一剂次后满28天者，携带好
本人第一剂次接种凭证和身份证，前

往第一剂次的接种点接种第二剂次疫
苗。呼和浩特市卫健委提醒，达到时
间间隔的广大市民，要积极主动前往
第一剂次疫苗接种点接种第二剂次疫
苗，以免到后期造成不必要的拥挤等
候现象，尽早完成两剂次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共筑人群免疫屏障，共享健康
美好生活。

呼和浩特市88万人
正陆续进入或已进入第二剂次疫苗接种期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戴宏）6
月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来到内蒙古艺术学院调研党史学
习教育推进情况。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目标要
求，推动铸魂育人不断走深走实。

布小林来到艺术学院，详细了解学
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深入蒙古族
合唱基地班和舞蹈班观看教学并作点
评，听取学校为学生办实事情况介绍，
走进学校宿舍、食堂，详细了解学生们
的学习、生活情况。

在艺术学院演艺厅，布小林观看师
生们排演红色经典歌曲《黄河大合唱》。
在与师生们交谈中得知艺术学院是教育
部“音乐党史”系列活动内蒙古自治区指
定参演高校，她指出，要将音乐艺术与党
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合，歌颂党的辉煌业
绩，展现党的信仰信念，让广大师生和干

部群众通过聆听红色音乐，深入了解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奋
进新时代的恢弘历程，进一步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布小林指出，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讲好党的百年故事、发挥党史育人的作
用。要结合奋斗精神传播信仰、结合伟
大实践讲透理论、结合党史资源讲活思
政课，讲出党的理论背后的实践根源、
实践基础，引导广大师生进一步增强对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

布小林指出，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结合
起来，组织广大师生深入学习党史特别
是党在内蒙古的历史，树牢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
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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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小林在内蒙古艺术学院
调研指出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铸魂育人不断走深走实

□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 张子琪 李劲峰

刚察草原绿草如茵，沙柳河水流淌入湖。藏族牧民索
南才让家中，茶几上摆着馓子、麻花和水果，炉子上刚煮开
的奶茶香气四溢……

6月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走进牧民索南才让家
中，看望慰问藏族群众。

地处青海湖北岸、刚察县城郊的果洛藏贡麻村海拔约
3300米，当地多数牧民在此安置生活。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里，屋里屋外仔细察看。他待人真
是亲切，让我们非常感动。”回忆起自己拿着照片向总书记介
绍生活变化的场景，身着藏族盛装的索南才让满脸笑意。

一张照片上是索南才让家过去的居住处：位于山脚下
的一处土坯房，石头垒起的围墙高低不平，破旧简陋。另
两张照片是索南才让家的草场和羊群：输送清洁能源的高
压线路凌空飞架，草场上的羊儿膘肥体壮。

2014年底，索南才让家从17公里外的草山沟搬出，
告别游牧生活，搬进定居新村。2015年底，索南才让一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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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上新生活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看望的青海刚察藏族牧民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