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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丁 张兴军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
记深入到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入海
口等地考察，实地了解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强调扎实推
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是治
国理政的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沿黄省区，为

新时期黄河保护治理、流域省区转
型发展指明方向，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擘
画蓝图。

大河汤汤，日月轮转。今天，古
老黄河的保护与发展正在进入历史
新境界，展开历史新篇章。

■下转第 3 版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这些年，我多次到沿黄河省区考
察，对新形势下解决好黄河流域生态和
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思
考。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
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
了。”

10 月 20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
并在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养
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长江、黄河
流域繁衍发展，一直走到今天。新时
代，我们要把保护治理母亲河这篇文章
继续做好。

从中游郑州到下游济南，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到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大河奔涌，奏响了新时代
的澎湃乐章。

了 却 一 桩 心 愿 ——“ 今 天 来 到 这
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

东营垦利，大河浩荡。
发源青藏高原，横贯九个省区，黄

河一路冲关夺隘、千折万转、奔腾万里，
在此汇入茫茫渤海。

“黄河入海流，真是辽阔啊！今天
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20 日下午，黄河入海
口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

时间回到 7 年前。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专门来到黄河最后一弯——位于
东坝头乡的黄河岸边，了解黄河防汛和
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1855 年，自古“三年两决口、百年
一改道”的黄河，正是在兰考附近再次
决口，改道从东营入海。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

忧心黄河之病，着眼黄河之治，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直很重视、一直
在思考。

三江源头，反复叮嘱要保护好“中
华水塔”；秦岭深处，强调保护“中央水
塔”是“国之大者”；在甘肃，首次提出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对宁
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黄河作为治
国理政的大事来抓，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深入调研与思考过程中，思路逐步明
晰起来。

2019 年 9 月，河南郑州，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正式提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郑州座谈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先
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和规划
纲要。

不久前，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分上、
中、下游，从水资源、污染防治、产业、交
通、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系统、
细致入微的安排，搭建起黄河保护治理
的“四梁八柱”。

与此同时，一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各地大保护的自觉性不
断增强。

“我讲过，长江病了，黄河病更重。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坚
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好
各项工作。”22 日下午，面对前来参加座
谈会的沿黄九省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总书记语重心长。

回望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一份
不渝的初衷：

“这也是毛主席当年的夙愿。新中
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他原打算组织个马队视察黄
河，深入调研一番，然后研究如何让黄河
安澜。这个愿望后来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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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涌，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并主持召开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23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爱丽思）今
年前三季度，锡林郭勒盟能源供应形势
总体稳定，累计生产煤炭 8629 万吨，同
比增长 11%；累计完成发电量 557.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1.3%，有效保障了
盟内、蒙东及东北地区用煤需求以及华
北、华东等地区的用电安全。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积极采取增
产增供措施，全力稳定能源生产供应。
该盟通过量化分解今冬明春煤炭保供任
务，制定了详细的保供措施，要求各地区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主动盯好长协量和

调剂量的履行和落实，积极帮助用煤企
业协调对接煤源，全力以赴保障盟内民
生和重点工业用煤需求。与此同时，相
关部门强化运行调度和产需衔接，对煤
矿、电厂生产运行情况进行日调度，将全
盟 16 处生产煤矿和 8 户重点电厂纳入
调度范围，全面了解掌握煤炭、电力生产
运行状态，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产、
运、需等各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火电企业
煤炭库存基本达到动态运行7天以上。

锡林郭勒盟各地全力推动优质产能
的核增和释放，经积极向国家、自治区协
调，该盟白音华一号矿、白音华四号井工矿

以及乌尼特3处煤矿列入国家具备核增潜
力名单，共新增产能875万吨/年。通过加
快本级审批和积极向上争取，露天煤矿生
产接续用地手续办理取得明显成效，为今
冬乃至明年的煤炭稳定供应奠定了基础。

同时，锡林郭勒盟始终把抓好煤炭
长协签订和履行工作作为稳定煤炭供需
的重要抓手，多次组织供需双方在充分沟
通的基础上签实合同、严格履约。今年全
盟煤矿企业签订合同量 1.01 亿吨，全年
产量签约率达到90.2%。截至9月末，履
约量 7219万吨，履约率达 96%。在保证
煤炭供应的同时，该盟还确保科学有序用

电，按照“预防为主、节控并举、有保有限、
灵活高效”的原则，研究制定了《2021 年
锡林郭勒盟有序用电实施方案》。

10 月以来，锡林郭勒盟日均煤炭生
产能力已由 9 月末的 31 万吨左右提高
到 39 万吨左右，日均提高近 8 万吨。下
一步，该盟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
委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多措并
举，确保煤炭稳产增产，强化运行监管，
扎实做好产需协调，加快能源项目建设，
稳步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力争到年
底全盟火电装机规模达到 1373 万千瓦
以上，持续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工作。

锡林郭勒盟多措并举保障能源供应

本报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章
奎）10 月23日，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出
席会议并讲话，强调领导必须靠前指挥
到位、人员必须动员组织到位、措施必须
精准到位、规范必须执行到位、漏洞必须
补救到位、保障必须及时到位、配合必须
协调到位、责任必须落实到位、监督必须
跟进到位、宣传必须引导到位，倾尽全力
坚决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
主席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欧阳晓晖
传达全国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内
蒙古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李斌讲话。

李斌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
形势的严峻性和防控任务的艰巨性，
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速度，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要紧盯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

离转运、社区管控、院感防控等关键
环节，集中力量落实各项防控要求，
坚决做到社区感染零新增、医院感染
零发生、密接次密接集中隔离动态清
零。要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强化区域协查、口岸防控、其
他重点场所管控、疫情监测预警、疫
苗接种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组织领
导，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
求，加强统筹协调、督导检查和人员
培训，多措并举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歼灭战。

王莉霞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自治区
党委工作要求，把抓好疫情防控作为践
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作为“筑牢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具体行动，
坚决遏制疫情传播。要加快流调溯源
和核酸检测筛查进度，抓紧排查近期有
过密切接触史、有过疫区旅居史的人
员，切实做到人数清、人头清、位置清、
情况清。 ■下转第 3 版

全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王莉霞李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秋收期间，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幸福乡田野上一派机械化收获马铃薯的忙碌景象。该旗今年种植马铃薯
39 万亩，全旗投入 35000 台各类农牧业机械参与秋收作业，预计马铃薯产量 115 万吨。 本报记者 包荭 摄马铃薯丰收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20 日，
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常规巡视。2021年
2月5日，中央巡视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反馈了巡视意见。
按照巡视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视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中央巡视既是对内蒙古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政治体检和“把脉会诊”，也
是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对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的一次党性洗礼和警示教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全区各族人民
的亲切关怀。中央巡视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切
中要害，自治区党委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把抓好巡视整改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解决影响管党治党根本性全局性
问题的有力抓手，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增强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真抓真改、严督实改，全力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

（一）坚持政治引领，持续强化思想整改。自治区党委
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全面对照中央
巡视反馈意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从政治上找偏差、从领导上找
责任、从思想上找根源、从落实上找差距，努力从根子上把
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自治区党委先后召开常委会会议、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听取中央第六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巡视整改政治意义和政治
分量的理解认识，增强从政治上抓整改的坚定性和自觉
性。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对
中央巡视反馈的问题，逐条对照检查，深入剖析根源，明确
整改方向，带动巡视整改工作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展开。

（二）坚持上下联动，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党委
成立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和 13 个专项整改组，分别由有关常委同志牵头负
责，实行专项推进、专班落实。自治区党委先后召开 4 次
常委会会议暨巡视整改落实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全区巡视
整改落实动员部署会，研究部署和推动落实巡视整改工
作，引领带动全区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石泰峰同志自觉履
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负总责，全力抓、全面抓、
全程抓，主持研究整改方案，统筹谋划推动整改工作，深入
一线指导督导，切实解决重点问题。其他常委同志和有关
省级领导同志主动领任务、担责任、牵头抓，细化整改措
施，加强跟踪督办，全力落实整改任务。自治区各部门单
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扎实推
进整改工作。各盟市均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整改工作的
组织领导，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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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本报记者 梁亮
见习记者 王坤

每年 10 月，遍地洒金、层林尽染的
胡杨林都会迎来她的高光时刻。地处
边陲大漠的额济纳旗，也开启了一年中
短暂的旅游旺季。旅游大巴和自驾游
车辆接踵而至，酒店宾馆常常爆满，景
区景点人头攒动。

今年 10 月，和往年一样的热闹景
象正在进入高潮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美丽多情的额济纳，仿佛正在
演奏的欢快乐章，突然按下的暂停键。

额济纳旗，总面积11.46万平方公里，
人口3.58万。地处内蒙古最西端，距阿拉
善盟行署所在地653公里，距自治区首府
呼和浩特市1062公里，距首都北京1549
公里。在人们的印象中，景色奇特和地广
人稀是这里的代名词。用当地老百姓的
话讲：“从没想到这里会发生疫情。”

10月 18日，与外地游客接触的 5人
被检测出阳性后，额济纳旗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新冠肺炎疫情现场处置指挥部迅速成立，
11个专项工作组，从核酸检测、流行病调
查、医疗救治、物资保障到宣传引导，全方
位做出部署，大漠深处打响了“抗疫”之战。

公路、社区及时管控，切断传染源；
大规模核酸检测全面展开，不让病毒有
藏身之所；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迅
速派来工作组，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从第一轮检测到第三轮检测，额济纳
旗对筛查出的所有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确
诊后马上转入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对
密接者、次密接者及时集中隔离和管控；
对相关社区、场所，按照不同风险等级，进
行了相应级别的精准管控。与此同时，深
入的流行病学调查紧锣密鼓⋯⋯

10 月2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
泰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
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疫情形势，压紧压
实各方责任，全力救治确诊患者，积极调
配防疫力量和资源，科学做好流调溯源和
隔离管控工作，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同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王莉霞一行连夜乘车赶赴额济纳
旗，直接奔赴疫情防控现场处置指挥
部，仔细询问流调溯源、供给保障等情
况，现场察看核酸检测测控平台运行，
要求进一步加强力量整合、资源统筹、
信息融畅、工作衔接，实现疫情防控各
环节工作和各项措施无缝高效对接。

截至 10 月 22 日 23 时，额济纳旗确
诊的 24 例新冠肺炎患者都已收治在额
济纳旗人民医院。

卷入这场大战的，还有9700名外地
滞留游客。疫情发生当日，滞留游客全部
得到安置。特殊时期，额济纳旗出台价格

控制措施，规定酒店房间价格每天不超过
200元，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监督。

在总人口只有 3.58 万的额济纳旗，
安置并服务好近万名滞留游客，其难度
可想而知。旗委和旗政府调集各方力
量提升游客滞留期间的服务质量。为了
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让滞留游客吃好，
旗里动员原本停业防疫的大型酒店再开
业“接单”。10月22日起，为滞留游客每
天免费提供一顿正餐、一次性医用口罩、
一份方便面加火腿肠和矿泉水⋯⋯

额济纳大漠宴会厅负责人向颖告
诉记者，从 18 日开始酒店关闭了，所有
工作人员在酒店宿舍休息，集中统一管
理。21 日下午，旗政府挑选旗里卫生
和服务水平较高的大型酒店为滞留游
客提供餐食，她率先接了单。22 日，大
漠宴会厅工作人员全部上岗，14 名工
作人员在厨房准备午餐，21 名服务员

在前厅帮助打包和配送分发。
22 日中午，5760 份免费餐发放到

游客手中。住在杰隆宾馆的安徽滁州游
客领到午饭，打开一看，红烧鱼、排骨烩
菜、木耳葫芦，一份汤和一碗米饭。“能吃
饱，吃得还不错！”她笑着对记者说。

截至 10 月 22 日上午，额济纳旗储
备生活物资 14 类 4000 余吨，其中米、
面、油、肉等生活物资可供应 10 天左
右，蔬菜、水果等短期储存物品可供应 3
天左右。通往额济纳的公路、铁路、航
空货物运输畅通，来自鄂尔多斯、巴彦
淖尔等地的驰援物资正在陆续到达。

安徽幸福号西北游专列有 541名滞
留的安徽游客，其中，绝大部分为老年
人，保障日常用药是他们重要的诉求。

额济纳旗通过旅行社收集旅行团成
员用药需求，由专人购买送到酒店。达
来呼布镇内无法买到的药品，旗里联系

酒泉、巴彦淖尔、呼和浩特、银川等地区寻
求货源，稀缺药物购买困难得以缓解。

10月21日，额济纳旗公布了诉求反
映渠道——“中国额济纳”微信公众号。
为了采集更广泛的游客需求，拓宽诉求
渠 道 ，22 日 公 布 了 游 客 还 可 通 过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化旅游咨询电
话、市场监管咨询服务电话等方式反映诉
求。为更加精准及时落实游客需求，额济
纳旗专门成立了滞留游客服务保障工作
专班，统一收集处理各渠道反映的游客诉
求，并有工作人员负责落实相关需求。

针对一些滞留游客反映对核酸检测
采样点不了解、排队时间长的问题，额济
纳旗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将采样
点由原来的 12 个增至 41 个，根据管控
区、封控区划分，设置了 4 个固定采样点
和37个流动采样点。根据各采样点人员
分布情况，配备了医护人员、社区志愿者
和包联干部，保障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并
通过“中国额济纳”和“健康额济纳”微信
公众平台公布采样点位置，将核酸检测
报告结果在“健康阿拉善”平台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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