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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黄河岸边走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宣布：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月12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并于11日以预录
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本报 11月 10日讯 （记者 章
奎）我区通辽市强降雪灾害发生后，刚
从额济纳旗抗疫一线返回、正在接受
集中隔离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王莉霞，采取信息批示、电话沟
通、安排专项调度等方式，对抗灾救灾
工作作出跟进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王莉霞强调，我区东南部部分地
区遭遇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抗灾救灾
工作任务紧急而艰巨。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保障基本生产生活作为压倒一
切的任务，迅速摸清群众受灾情况，
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变化，采取得力举
措抗灾救灾。通辽市等地和应急管
理、交通运输等部门要适时启动应急
预案，全天候、不间断加强组织调度，
调配好抢险队伍、救援装备和应急物

资，组织好水、电、暖、气等供应，保障
好粮、油、肉、蛋、菜、奶等商品和牲畜
饲草料供给，把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对受灾
地区的群众住房和农牧业设施等迅
速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加固、停用、撤离等精准措施予以处
置，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
实行升级管理，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
生。要对重点路段、重点部位进行严
密巡逻和严格管控，及时高效组织铲
雪除冰、运力保障等工作，全力促进
灾后交通有序恢复。要压紧压实各
方面责任，强化灾害性天气预测预报
预警和信息畅达报送，强化应急值守
和会商分析，强化救灾物资储备和紧
急救援准备，把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
作做扎实、做到位。

王莉霞对强降雪抗灾救灾工作
进行跟进调度部署

□徐跃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各民族
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
的历史。

“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在理
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
望相助、手足情深。”这为做好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
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
内蒙古虽然地处边疆，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
提高，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大。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需要我们努力为各族群众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创造良好
环境，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

心相通，则情相融；志相同，则力
相聚。交往交流交融，是为了更好地
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
走向现代化。我们要大力支持、热情
鼓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把各民族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发扬
光大，健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

措施，鼓励各族群众跨区域流动。坚
持从青少年抓起，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
过程，让孩子们共同学习生活、成长进
步。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需
大力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
社会条件，推动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
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
嵌入。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工作在一
起，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先决条
件。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共
居，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稳步提升。

回顾内蒙古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
正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各族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交往交
流交融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民族团
结之歌，成就了一个个共同繁荣发展的
伟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尤需各族人民心手相
牵、团结奋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内蒙古篇章。

架起心灵相通的桥梁

本报 11月 10日讯 （记者 白
丹）11月 10日，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十
七次常委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
围绕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生态工程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性专题协商。自治区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领出席并讲话。

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代表自治区
政府通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生态工程
实施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
虎主持闭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
宇、郑福田、刘新乐、马学军、张华、其其
格、魏国楠及秘书长狄瑞明出席会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助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今年以来，自治区三级政协围绕
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的成
效和问题，开展了由各民主党派和工
商联共同参与的调查研究。自治区政
协4位副主席和各民主党派主委带队
深入12个盟市、58个旗县近200个项

目现场开展走访座谈、问卷调查和专
家咨询，政协门户网站同步开展了网
络议政，向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代表
人士征集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汇
聚智慧和力量。各盟市和旗县区政协
同步开展了调研协商。

会议强调，重大生态工程在全区生
态文明建设中起着关键支撑作用。当
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统筹减污降
碳、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及时学习跟进党中央、国
务院最新决策部署，把握生态文明建设
规律，主动对接国家顶层设计和重大规
划，在重大生态工程实施上更好发挥凝
聚共识、建言资政作用，更好助力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下转第3版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议召开
李秀领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11月 10日电 中
共中央将于11月12日上午10时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人民网、新华

网、中国网等将对新闻发布会进行直播。

中共中央将于12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通辽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郭洪申）11月 10日上午，通辽市召开
抗灾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自治区党委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自治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韶
春对通辽市抗灾救灾工作作出的指示
要求，听取各旗县市区工作情况汇报，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
委、通辽市委书记孟宪东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做

好当前抗灾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自
治区党委、政府对通辽市遭受严重雪
灾非常关心，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并作
出指示要求，相关厅局迅速启动救灾
措施，国家、自治区应急管理部门赶赴
通辽市指导救援救灾工作，为做好工
作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各地各部
门要全面认真、坚决扎实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
述贯彻落实到当前抗灾救灾具体工作
实践中，按照国家、自治区部署要求，
抖擞精神、激发斗志，全力以赴保畅
通、保运转、保民生，全力以赴做好抗
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市生产生活

秩序尽快恢复，努力把灾情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交通运输
尽快恢复，立下军令状，打起精气神，
加强指挥调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清
运流程，全面加快道路除雪除冰进度，
必保按时完成既定目标。要全力抓好
应急救援工作，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加快抢修坍塌及破损房屋、厂
房、圈舍和大棚，加强设施农业和畜禽
防冻工作技术指导，尽快处置公路及
城区道路抛锚车辆，抓紧抓实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
发生次生灾害。要全力强化公共服务

保障，算“政治账”“民生账”，杜绝麻痹
疏忽，落实制度要求，加强值班值守，
确保各类“生命线工程”不出问题。要
全力抓好生活物资供给，加大群众生
活必需品稳价保供力度，安排保障好
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认真做好查灾验
灾工作，统筹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要全力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强化
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主要领导要一
线督战、靠前指挥，相关负责同志要分
兵把守、各负其责，始终形成高效落实
的责任体系。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
区设分会场。

通辽市：努力把雪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本报记者 许晓岚 张慧玲
霍晓庆 包荭

15年前，黑白的记忆。
黄河九曲，从宁夏甫一进入阿拉善

盟，“山门”之处，寸草不生，光秃秃的黄
河岸边矗立着一座座十几米高的煤堆，
一旁，是一个个泛着灰白的几米高的煤
渣堆。黑的，白的，人们的记忆停留在这
两个颜色上。

15年后，绿色成为一种信仰。
同为黄河入蒙的“山门”，由于阿拉

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再不是曾
经“黄脸婆”的样子——秋日的暖阳下，
湿地公园最常见的芦苇，一片连着一片，
风阵阵吹来，婆娑起舞、摇曳生姿。脚
下，半米多高的沙蒿也在努力伸展着腰
肢，渴望被看见。这里，湿地率达到
37.05%。

经历了15个春夏，这一片湿地的容
颜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人们执着坚
守、不懈治理，这里由“黑白森林”变成了
一个绿野家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者，芦
苇也。“在阿拉善境内，黄河从南向北流，

共6.5公里，我们在全部岸线都种植了芦
苇。”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林水局
湿地办主任王铁坤说。

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阿
拉善经济开发区东部，西接110国道，北
连乌海市，南邻宁夏。整个湿地公园是南
北向的一个狭长地带，处在我国主体功能
区划“两屏三带”生态格局的北方防沙带。

自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
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总值连年增
长，初步形成以盐化工、煤化工为重点产
业的高科技园区。但同时，黄河流域湿
地面积萎缩，蓄洪能力降低，给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也带来了威胁。“湿地越来越
丑了。”人们如是说。

作为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建
设者，王铁坤见证了她容颜的转变。

2005年，为了保护黄河和生态缓冲
带，从建设开发区“绿肺”出发，阿拉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筹资金3054万元，
开始了艰难的企业搬迁和清退工作。湿
地公园范围内的7家企业被关停并进行
转移搬迁，共腾退清理面积121公顷。
同时，大力实施“退耕还湿”，对湿地公园
范围内21户农牧民进行了补偿安置，完
成退耕还湿面积22.5公顷。

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
始了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试点
建设工作。

2011年，湿地公园建设工程立项。
同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筹资金
3300万元，清理黄河岸边各类垃圾、弃
土，恢复湿地面积40公顷，恢复植被面积
40公顷。

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
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续建方案，建设
内容包括保护与管理、恢复、科研监测、科
普宣教、基础设施5大工程。

2018年6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自筹资金4000余万元，完成确界立标工
作，并设置了监测中心和气象监测点，完
成腾退还湿地面积155公顷。

2018年12月，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
公园通过验收并授牌。

“治理以后，植被生态恢复了，湿地变
得越来越美了。”照看了湿地11年的护林
员杨玉忠说，“往南看可以看到宁夏，黄河
对面就是乌海。以前这里有一条运煤专
线，治理以后，这片地属于保育区。”

跟随着飘荡的芦花，沿黄河向北走，
就到了一个小木屋——观鸟屋。这样的
观鸟屋一共有两个，在候鸟来“度假”的

时候，人们可以登上小木屋观看它们憨
态可掬的样子。来这里做客的候鸟有中
华秋沙鸭、遗鸥等29种重点保护鸟类。

近10年以来，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
公园有效提升了黄河沿岸湿地生态系统
功能，来此栖息的鸟类数量明显增加。
在此栖息、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水禽黑
鹳的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小木屋再向北，是又一个观测点。
在这里，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

“大熊猫”的四合木静静地“趴”在地上，它
因为独特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
保护。除了四合木，这里还有蒙古扁桃、
沙冬青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植物。

顺流而下，最后一站是复垦区，曾经
这里都是工业企业。企业被清退后，堆
积在这里的煤渣被推平，再覆盖上35厘
米的砂石，开始种植植物。如今，已长出
68公顷的花棒。

“我们在不断观察。”王铁坤说，“一
是看这里能不能长植物，再看有没有水
土流失， ■下转第2版

湿地的脸湿地的脸，，变了变了

本报 11月 10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确
保农牧业生产稳定，我区农牧部门出
台多项措施积极应对寒潮、雪灾等冬
季气象灾害。

据了解，11月3日，自治区农牧厅
根据自治区气象局的预报，结合农业
农村部通知要求，印发了《关于防范大
范围降温雨雪天气的紧急通知》和《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切实抓好秋冬
蔬菜稳产保供的通知》，要求各地提前
部署防范。入冬前，各级农牧部门有
组织、有计划地引导牧民、草业合作
社、专业户做好抗灾饲草的储备工作，
全区打储青干草100亿公斤以上。

在自治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

害寒潮Ⅲ级应急响应后，自治区农牧
厅立即启动雪情日报制度，部署有关
处室局密切监视天气、雪情发展变化，
强化应急值守，加强与气象、应急管理
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此外，还通过微信、短信等多个渠道把
预警信息及时发送给广大农牧民群
众，提醒做好防范应对。

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牧厅第一时
间安排部署受灾盟市农牧部门协助农
牧户及时清除畜禽棚圈积雪，防止设施
倒塌，对于已受损的设施及时恢复抢
修。做好牲畜棚圈维护、畜舍防寒保
暖、家畜日粮搭配、仔畜保育、动物疫病
防控等工作。在保护基础母畜、后备母
畜和种公畜的基础上， ■下转第3版

我区出台多项抗灾救灾措施稳定农牧业生产

清雪保畅
11月10日，通辽市科尔沁区环卫工人在主干道上进行清雪作业。张启民 摄

本报通辽 11 月 10 日电 （记
者 郭洪申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实习生 包玲玲）突如其来的暴雪，
给通辽市8个旗县区、81个苏木乡镇
的农牧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扎鲁特旗，最大降雪量出现在乌力
吉木仁苏木，达到32.0毫米。

11月9日凌晨5时，乌力吉木仁苏
木白音图门嘎查牧民白玉春与家人开
始清扫、铲除院内和牛棚内的积雪。

据了解，此次暴雪中白玉春家的80
多头牛毫发未损。白玉春介绍，这多亏
了自己前一阵儿新盖好的牛棚，能让牛
犊避雪，安全地度过这次的暴雪过程。

“遇到困难不能只靠政府帮助，我们自己
也要积极行动起来，不等不靠，才能战胜
每一次的难题和挑战。”白玉春说。

唯一令白玉春担忧的，是饲草料
准备不足，影响牛的膘情。暴雪过
后，苏木政府和嘎查的工作人员及时
赶到白玉春家，详细了解、记录了他
家的受灾情况，积极帮助他联系购买
饲草料，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针对此次雪情，乌力吉木仁苏木
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抗灾自救，
动用33辆小铲车、3辆大铲车进行清
雪，广大干部及群众，不畏严寒、齐心
协力清理积雪。各嘎查村也迅速出
动除雪应急保障人员，对主要道路积
雪进行清理，保障道路畅通。同时组
织人员深入农牧户家调查统计受灾
情况，及时上报处理，把灾害损失降
到最低程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

扎鲁特旗农牧民积极抗灾自救

驰援通辽
11月10日，赤峰驰援通辽雪灾灾区救援车队启程。自通辽市遭遇持续强降雪

以来，赤峰市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调度各旗县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清点救灾
物资和车辆情况。10日，赤峰市紧急调动大型运输车辆120台、融雪剂200吨，火速
增援通辽，共同抗击雪灾。 本报记者 魏那 王塔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