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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来

田野，凝聚着丰收的热望；乡村，正
走出铿锵的步伐。新居传来阵阵欢笑，
房前屋后瓜果飘香，村村铺通条条坦途，
产业兴旺人人增收……这是一片充满绿
色和希望的生机之地。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区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农牧业信息
化建设稳步推进。在118.3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图景全面展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食为政首，农为邦本。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
任务，也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
手。我区坚定不移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
优先发展，呈现出农牧业升级、农牧区进
步、农牧民发展的新面貌，农牧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产业兴旺农牧业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
做好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这篇

大文章，就能催生新动力、实现新跨越，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农牧民
吃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兴安盟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珠日
根嘎查曾经是出名的贫困嘎查，如今却
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成为农牧民
致富的“摇篮”。珠日根嘎查瑞秋农牧专
业合作社黑木耳种植基地内，一个个木耳
菌棒从棚顶垂直坠下，一列列排开。菌棒
上，一只只肉嘟嘟、黑绒绒的木耳像一朵
朵小花绽放着，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
片。53岁的村民王顺一边采摘木耳，一边
笑着说：“这可是我家的‘致富耳’，去掉人
工成本，1万棒就能收入1万多块钱，平
时在合作社打工，一年能挣十几万呢！”

小木耳，大产业。2020年，合作社

种植了30栋大棚挂袋黑木耳，带动了阿
尔本格勒镇 464 户 1198 人平均增收
2800 元。合作社每年为 1200 人增加
300万元的劳务收入。今年合作社又扩
建20栋大棚，共栽植木耳90万棒。小菌
棒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接力
棒”，不仅辐射带动着扎赉特旗1300多
脱贫户稳定增收，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积蓄了动力，提供了产业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区各地
特色产业蓬勃兴起，内生增长机制逐步
形成，脱贫旗县共建成“一村一品”基地
1376个、特色产业基地2012个、带贫减
贫产业园区 491 个，通辽玉米、赤峰小
米、兴安盟大米、河套向日葵、乌兰察布
马铃薯和科尔沁牛肉、锡林郭勒羊肉等
品牌和产品进入了区内外市场、带动了
群众增收致富，乡村电商惠及贫困人口
近53万人次，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带动1.2
万多贫困户，光伏扶贫电站覆盖2322个
贫困嘎查村，从旗县到乡村再到农牧户
基本构建起关联配套的支柱产业、特色
产业、致富产业和增收项目体系。曾经
的贫困地区旧貌换新颜、处处显生机，阔
步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乡村振兴之路！

生态宜居农牧区美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村庄干净

整洁是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顺应农牧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乡愁得以安放
的基础。

漫步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联星新
村，一座座白墙黛瓦的徽式建筑错落有
致，457户人家的住宅房顶、院落和养殖
圈舍里安装着数以万计的光伏发电板，
深蓝色光伏板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闪动
着耀眼光芒，仿佛一片波光粼粼的“蓝色
海洋”。村内荒废的角落建起了休闲广
场，泥泞的乡间小路也变成宽阔的水泥
路，崭新的太阳能路灯夹道而立，整洁的
村道两旁，花香四溢，勾勒出美丽乡村的

别样景致……
联星新村是由同联村和五星村整村

搬迁新建而得名。看今朝想过去，村民
杨改枝感慨万千，“原来的居住环境太差
了，一下雨，路上全是泥，出进特别不方
便。每天用柴火做饭、取暖，家里到处是
烟尘。如今，新村都是柏油路，房子连烟
囱都没有，天然气做饭，统一供暖，我们
农村人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

“自从村里下水管网接入县城污水
管网后，我们也跟城里人一样用上了抽
水马桶。”不久前，记者在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白脑包镇水桐树村采访时，村民陈
冬梅笑呵呵地说。截至目前，巴彦淖尔
市农村牧区户厕改造完成20.5万户，普
及率达到87.5%。

“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曾是不
少村庄的真实写照。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区大力
实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12.5万
人搬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穷乡
僻壤，13.7万户群众告别了透风漏雨的
泥草屋，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18.3
万贫困人口喝上了放心水。全区新改建
农村牧区公路超过6.5万公里，盟市所在
地全部通高速路，贫困旗县全部通一级
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苏木乡镇和行
政村全部通硬化路。所有贫困嘎查村全
部通动力电，所有贫困户全部通生活用
电，99%以上的贫困嘎查村通了宽带和
光纤，扶贫直播间、云超市等平台让老百
姓的特产走出乡村。

一座座村庄干净了、变美了，农牧民的
精气神也足了；一条条道路平坦了、延长
了，农牧民的诗和远方更近了；一户户人家
通电了、有网了，农村牧区更加宜居了。

收入递增农牧民富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
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8年的脱贫攻坚
战，我区交出一份靓丽答卷：现行标准下
15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7个贫困旗
县全部摘帽、3681个贫困嘎查村全部出
列，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
到历史性解决。

■下转第3版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
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
见》包括总体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
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深入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
水平、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
新发展、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
大格局六个部分。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
政治工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
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发挥了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
重要作用，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
一更加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意见》明确，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
根本任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把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
式，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提高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充分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意见》指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是：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
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牢牢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
群众，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贯彻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
持系统观念，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
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提供有力政治和思想保障。
坚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把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
际问题、广泛覆盖与分类指导结合起来，
因地、因人、因事、因时制宜开展工作。
坚持守正创新，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
新、基层工作创新，使新时代思想政治工
作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意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
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强化党委（党
组）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负
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建立健全思想
政治工作责任制，制定思想政治工作责
任清单，明确落实措施和推进步骤。党
的基层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章党规要求，
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
统一，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党的各项
建设之中。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
领导，善于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体制制
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
务、服务人民群众，保证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意见》指出，要深入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健全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
体系，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
无神论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
保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
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加强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形势
政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旗帜鲜
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继往开来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社
会普遍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
宣传普及法律、法规和法理常识，加大党
章党规党纪宣传力度。增强忧患意识、
发扬斗争精神，广泛开展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宣传教育，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经验，以自觉的斗争实践打开新天
地、夺取新胜利。

《意见》指出，要提升基层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生产经营管理、人
力资源开发、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
设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思想上解惑、精神
上解忧、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加强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弘扬时代新风和
移风易俗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新时代农民。加强机关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把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机关思
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深化政治机关
意识教育，开展模范机关创建活动，开展
对党忠诚教育，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
行动，努力建设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
有效率的模范机关。加强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加快构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完善青少年理
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社区
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的相关制度， ■下转第3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王治贵 摄影报道

7月 12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巴彦高勒镇旧地村田地里收割机隆
隆作响，一年一度的麦收作业开始，
标志着河套地区小麦开镰收割自西
向东全面展开。

旧地村五组农民贺文雄今年种了
10亩小麦，长势好，预计每亩产量能达

到800斤以上。贺文雄说：“种小麦不
仅国家有补贴，今年的行情也不错，麦
后还能复种蔬菜，收益相当可观。”

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
种植面积约 76.38 万亩。其中，订
单小麦54.2万亩，占全市小麦播种
面积的68.6%，全部达到绿色小麦
生产标准。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该市加大绿色、富硒小麦和有机
小麦的种植面积，并出台相关鼓励
政策，鼓励农户集中连片种植，对

200 亩以上集中连片小麦种植区
域，每亩可享受补贴400—500元，
在集中连片200亩范围内，麦后复
种每亩补贴100—200元。

为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巴彦淖尔
市农业部门共组织自有和跨区作业千
余台小麦收割机参与麦收会战，并在各
旗县区设立小麦机收接待服务站，提供
信息和维修。预计全市麦收工作8月
初结束。今年河套小麦预计亩产可达
820多斤，总产量可达6.32亿斤。

河套小麦开镰收割

本报乌海 7月 12日电 （记者
郝飚）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乌海市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进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乌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培
云说：“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我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
回顾了我们伟大的党百年奋斗历程，
展望了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美好前景，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动员令，吹响了进入新时代、
迈向新征程、实现新使命的集结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坚定
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拼搏进取、艰
苦奋斗、甘于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不断贡献乌海力量。”

乌海市妇联主席钱昕说：“习近
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为我们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的奋斗动
力。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妇女群
众‘娘家人’，我们要始终牢记初心使

命，用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筑牢党与
妇女群众间的‘连心桥’，将广大妇女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巾帼力量。”

7月1日上午，35名清华大学博
士生暑期社会实践内蒙古乌海支队
队员在乌海市市民中心党员政治生
活馆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直播。大家一边认真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一边认真做
笔记，听到精彩之处，不时地爆发出
阵阵掌声。“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将牢
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
当，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清华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博士生林晨
说。

“收看了庆祝大会，我倍感自豪，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
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更是让我
们扶贫工作者无比骄傲。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党员，我们一定会以史为
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认认

真真对待村民的大事小情，为乡村振
兴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
自己的贡献。”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万
亩滩村第一书记巴雅尔说。

乌海市“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获得者陈家典告诉记者：“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
生活，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
下，我们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乌海市援鄂抗疫医疗队成员、乌
海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毕晓波
说：“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
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
殷切期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和医
务工作者，我将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用心呵护每一名患者，用自己
所学全力守护人民健康。”

“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我们每个人都
心潮澎湃，倍感自豪。接下来我将组
织‘银发宣讲团’的全体同志认真学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积极进
社区、机关、学校、农区开展宣讲，把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到街头
巷尾、千家万户。”乌海市海勃湾区林
荫街道“银发宣讲团”团长肖挺喜说。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前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乌海市引发强烈反响

□人民日报评论员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
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
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强调“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百年风霜
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饱
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风华正茂，战胜
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
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们党
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
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
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
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
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团
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
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自身坚
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

无往而不胜。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
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
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的重要法宝。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
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
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必须看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我们党提
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党的
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
应的地方。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
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
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
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
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
壮士断腕，才能让自身始终过硬，始
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
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时代，我
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
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
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

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
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
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
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
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把全面从严治
党引向深入，继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保持“赶考”的清醒，同一切弱
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
题作坚决斗争，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
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一定能
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团结
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
挑战，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
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
梦想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
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
就一定能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
彼岸！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不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平畴沃野满目新 乡村振兴奏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