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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4日讯 （记者 李
晗）11月 13日下午，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并讲话，副主任李荣禧、廉
素、张院忠、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出
席。

那顺孟和强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带
头学习贯彻、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上
来。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内
涵、实践内涵，深刻认识和把握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深刻认
识和把握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人大
工作“六个方面”的使命任务，深刻认识
和把握“四个机关”这一加强人大常委
会和人大机关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担
负起新时代人大工作的使命任务，创造
性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举
行分组学习。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统揽人大工作，按照做
好“六个方面”工作、加强“四个机关”
建设的新要求，全面发挥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职能作用，不断提
升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 11 月 14 日讯 （记者 李
晗）11月 14日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会议，与部分列席自治区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自治
区人大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廉素
主持会议，秘书长施文学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8位自治区人大代表结
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挥人大
代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交
流学习体会、提出意见建议。听取大
家发言后，那顺孟和指出，作为自治区
人大代表，要进一步增强学习领会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行好新时代人大
代表职责。

那顺孟和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
体。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担负起在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任，认真指导
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选出好
代表，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
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
音。要完善人大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
载体，积极开展人大协商、立法协商，在
人大各项工作中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进一步完善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为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
障。人大代表要牢记自己是国家权力
机关的组成人员，要忠于党，忠于人民，
忠于宪法法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
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同人
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优势，心系
民生冷暖、胸怀万家忧乐，做到人民有
所呼、代表有所应，真正接地气、察民
情、聚民智，用实际行动把全过程人民
民主写在内蒙古大地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部分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会

□本报记者 李永桃 通讯员 张梦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
务局最新税收经济分析报告显示，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经济发展态势
较好，各族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税
收收入增长较快，交出税收优惠政
策享受充分、企业盈利能力加速提
升、能源保障作用持续增强、绿色
税制建设成效显著等亮眼成绩单。

税收收入稳步增长 生活水平
显著提升

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内蒙古正在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发展时期，这是全区各族人民团结
奋进的必然结果和生动实践。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
GDP 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6
年至 2020 年，GDP 总量从 13789.3
亿元提升至 17359.8 亿元，累计实
现 79400.5 亿元。2020 年，内蒙古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到 41353 元、16567 元，较 2016
年增加 8378 元、4958 元，均居各
自 治 区 之 首 ，恩 格 尔 系 数 降 至
28.7%，为各自治区最低，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日子越过

越好。
同时，内蒙古不断补齐民生短

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不断
加大，交通运输网络拓展加密 。
截 至 2020 年 ，铁 路 线 路 里 程 达
1.42 万公里，公路里程数达 21.02
万公里。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和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双重
影响下，内蒙古税收收入仍保持稳
步增长。“十三五”期间，全区累计
实现税收收入（含海关代征、未扣
减出口退税）12517.9 亿元，年均增
长率达3.8%， ■下转第3版

税收成绩单彰显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底气

□本报记者 薛来

有一种力量叫共同奋斗。
有一个目标叫乡村振兴。
有一份牵挂叫京蒙深情。
时针拨回到1996年，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开展东西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
决定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的贫困旗县。
1997年初，《扶贫协作和经济技术合作
会谈纪要》的签署，宣告两地正式开启

“对口帮扶”之旅。之后的20多年间，北
京市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实施
了上千个帮扶协作项目，鼓励支持企业
到我区投资，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保、市场开拓、干部人才、教育
科技、文体卫生等方面，给予我区全方位
的支持。全区几百万农牧民从中受益，
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我区认真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蹄疾步稳、
开局顺畅，协作机制进一步优化，协作内
容进一步深入，协作领域进一步拓展。

产业协作，夯实乡村振兴基石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脱贫

攻坚战完胜之后，京蒙协作开始从“输血
式帮扶”的1.0时代，驶入“造血式协作”的
2.0时代，产业协作共赢成为新的主题。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是全国最大的
种羊生产和输出基地，但由于育肥技术
短缺，该旗生产的优质杂交羔羊2个月
大时便被收购转入外地育肥，未能发挥
杜蒙肉羊快速生长的优势，导致当地农
牧民养殖效益无法实现最大化。加之该
旗大部分肉羊加工企业经营规模小，产
品单一，精深加工和创新产品滞后，使得
四子王旗羊口碑虽好，却缺乏“叫得响、
过得硬”的肉羊品牌。

为了彻底补足短板，京蒙共建的杜
蒙肉羊产业园区上马了。在4800多平
方米的育肥车间里，2万多只黑头白身
的杜蒙肉羊悠闲地吃着饲料。“它们再也
不用2个月大时就离开‘家’了。”园区负
责人付东阳介绍，园区实行标准化育肥，
与农牧民建立了稳定利益联结机制，辐
射带动5000多户农牧民增收致富。

该园区占地4.2万平方米，项目总投

资6440万元，其中京蒙协作资金4446
万元。目前，一期投入3000万元，已建成
占地1万平方米的活禽交易市场和育肥
车间。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四子王旗肉羊
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繁荣地方经济和
解决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今年，78家北京市企业落地我区，双
方共建产业园区49个，北京市援建车间
194个，我区拟实施的824个项目也已全
部开工，4744名农牧民实现就业，其中脱
贫人口1860人。截至10月底，北京市共
投入援助资金 19.26 亿元，县均投入
62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0万元。

携手共进，同心筑梦。聚焦脱贫旗
县，京蒙协作实现了以点带面、从线到
片、立体推进的良好开局，书写出共同奋
斗的新篇章。

消费帮扶，助力脱贫人口增收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京蒙

消费帮扶连接着我区乡村产业振兴和北
京市“舌尖上的幸福”，对“口”到“胃”加
大消费帮扶力度，拓宽消费帮扶领域，带
动脱贫人口稳步增收。

奶酪、牛肉干、马奶啤酒……7月11

日，“京蒙消费帮扶北京双创中心展厅开
业仪式暨锡林郭勒盟绿色优质农畜产品
展销专场活动”在北京消费帮扶双创中
心举行，我区130多家企业携800多种
绿色认证产品参展，天赋河套、兴安盟大
米、苏尼特羊肉、科尔沁牛肉、赤峰杂粮
等区域公用品牌悉数亮相。在双创中心
二楼直播间，来自锡林郭勒的主播图雅
正在推介奶酪，只见她金句频出、卖力吆
喝，订单接连不断。在对面的内蒙古展
厅，北京市民品尝着醇香的马奶啤酒赞
不绝口。京蒙消费帮扶北京双创中心内
蒙古展厅搭建了展示、展销、体验、推介
我区绿色农畜产品平台，通过线下、线
上、社会动员三种营销模式，全面打通我
区帮扶产品生产、运输、包装、销售等全
产业链条，推动形成脱贫人口增收、上下
游企业受益、消费者获得实惠的多方互
利共赢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推动我区
绿色农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实现相关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搭上“直通车”，闯入大市场。借助
京蒙协作的平台，农企对接、农超对接、农
校对接、线上线下同步， ■下转第3版

京蒙同心助力乡村振兴

安全生产保供热

11 月 14 日，呼和浩特热电厂
的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供热设备运
行 情 况 。 为 了 保 证 冬 季 正 常 供
热，呼和浩特热电厂通过加强供
热参数调整、积极储煤、加大巡检
力度等措施，消除隐患保证设备
正常运行，确保用户室温达标，温
暖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哈丽琴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做好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离不开一批忠诚干净担当
的好干部。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为新
时代内蒙古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蓄积“源
头活水”，意义重大。

古往今来，历代贤明无不重视人才，
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
国之本”。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团结带领人民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
任的干部队伍。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确保党中央和
自治区党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
内蒙古落地落实，靠的是广大干部带头担
当作为，敢抓敢管敢负责，把应尽的职责
扛牢靠，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
只有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本着“寻觅
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
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的人
才意识，坚决贯彻“四个特别”要求，培养
选拔锻炼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
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
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
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干部
队伍，才能为我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证，才能确保党的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到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
基层有人抓，从而实现“一花引得百花开，
百花捧出盛景来”。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干部要起而行之、
勇挑重担，以时不我待、功成必定有我的
责任担当，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性和敏
感性，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要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决心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
气，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工作方法
上灵活创新，遇事“脑不蒙、腿不软、心不
慌”，当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宣传者、

实践者和推动者，争做新时代韧不可破的
“红纽带”，把全区各族人民牢牢地连接在
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全力开创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
方兴。广开进贤之路、广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汇集万众一
心的磅礴力量，就会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地做好内蒙古民族领域各项工作，推进新
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蓄积干部队伍“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许晓岚 张慧玲 郝飙
霍晓庆 包荭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距离黄河东岸
50米的农场里，一个6岁的小男孩一
边快乐地吟诵着陶渊明的《归园田
居》，一边拿着一把铁锹有模有样学着
大人在挖渠灌溉。一旁的爷爷王启侠
笑眯眯地看着自家孙子。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
们更应该亲近传统文化。刚好社区里
建设了共享农场，我就带着小孙子来
认养了一块地。”70岁的王启侠说，“这
也是我们现代都市人‘归园田居’的一
种别样体验。”

“去给阿姨摘点柿子吃。”王启侠
话音还未落，小男孩就扔下了铁锹，兴
冲冲地跑去摘西红柿了。

退休多年的王启侠是乌海市海勃
湾区滨河街道中河源社区的居民，平时
爱好各种文艺的他对田园生活充满向
往。“我这一小块地虽然看起来不大，但
是产出的蔬菜自己家根本吃不完，种了
玉米、豆角、茄子、辣椒和秋葵，亲戚和
朋友都来摘。”王启侠说，共享农场实
现了他“种地自由”的梦想。

“中河源社区是由原绿园村、富园
村、中河源村合并成现在的涉农社区，
占地面积 6.5平方公里，有耕地 2685
亩，基本农田215亩。”中河源社区第
一书记郭智邦介绍说。

郭智邦告诉记者，社区西邻黄河，
沿岸长约 2.2 公里，草滩湿地 100 余
亩。这里距离市区仅仅2公里，与市区
已融为一体。社区里各类树木分布合
理，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种植较齐全。
2002年建立的占地300亩的无公害蔬
菜基地，以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蔬菜
赢得了市场认可，2002年获得自治区

农牧厅首批绿色产品认证，是得天独
厚的农业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仅仅是社
区小有名气可不行，让社区居民增收
才是“王道”。

为改变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增加
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中河源社区
积极发展独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
业，利用辖区内70亩闲置土地资源，
联合领恒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投资
300万元，建立了中河源社区乡村振兴
产业园，共享农场是产业项目之一。

共享农场共有田地30亩，分为45
个小院，每个小院3分田地，通过集体
或个人认养的形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一次性支付管理费，合作社可以代
为管理，也可自己参与种植体验，从中
收获耕种体验乐趣。

如今，整片农场被金色的竹篱笆
分隔成45个大小不等的院落，这些院
落内种了近20种时令蔬菜，瓜果都已
成熟，一派丰收的景象。即使是烈日
炎炎的下午，共享农场内依旧有不少
通过认养种植的市民在小院里打理自
己的菜地，忙得不亦乐乎。

“共享农场提高了农地利用效率、
减少了农产品的浪费。高质量的组织
活动，把消费端的客户和农场联系在
一起，人们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这样
既能赚钱又有社会效益。”郭智邦说。

目前，小院已全部被认养，村集
体经济收益约 13 万元。并且，共享
农场通过吸纳代管工作人员的方
式，已经解决了 10 多名社区居民的
就业问题， ■下转第2版

别样的“归园田居”
是怎样的体验？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实习生 张舒君

“11月9号这一天，我的微信朋友圈
火了。我晒出一段志愿者在清扫积雪的
现场视频，一群忙碌的‘红马甲’，在白色
的世界里描绘出最温暖的文明底色。”察
右前旗平地泉镇宣传委员张晶说。

张晶口中的“红马甲”，就是察右前
旗平地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
者服务队伍。

平地泉镇地处察右前旗中部，是京
包线上一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小镇。近
几年来，随着乌兰察布中心城区的不断扩
大，平地泉成了集宁的城郊结合部。辖区
内共有各类商铺、企业1361家。特殊的
地理人文环境，使该镇人员组成较为复
杂，流动人口约6000余人，占到常住人口
的三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城镇原有工作

局面被打破，基层治理难度加大。
如何破题基层治理？该镇迎难而

上，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把“红马甲
志愿服务”贯穿于基层治理、发展全过程，
使干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一处住房、一条公路、一间公厕
“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准对接群众

需求
平地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有三

本台账：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
单。这三本台账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的工作串联起来，群众提出需求，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接受清单并划分资
源，最后把服务落实到家。

该所自2020年6月成立以来，由镇
党委书记贾志刚挂帅担任所长，“一盘棋”
谋划、“一张网”布局，突出党建引领、文明
实践融合推进，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路径。文明实践所吸纳村镇干部、辖区
内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473人，组建8

支镇级志愿者服务队伍，19支村、社区级
志愿者服务队伍，这些志愿者服务队发挥
各自特长，努力让党的声音落入寻常百姓
家，更是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翻开台账，一条条详细的记录中，不再
拘泥于帮办代办、打扫家、清理卫生等这些
简单的社会服务，而是向外延伸开拓，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工作，同时，需求
清单更是把信访工作也纳入进来。

“从东到西没有一间厕所！”“修马路，
拆迁户安置在哪里？”这些曾经困扰该镇
平二村村民的难题，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重点实事项目的不断推进，如今，不
仅得到了解决，更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

平二村位于平地泉镇政府所在地的
中心地段，常住人口1293人，居住比较密
集。村民们口中的马路，其实是一条穿村
而过的乡村小土路，2017年被察右前旗
政府规划为棚户区改造、拓宽道路项目之
一，然而因拆迁问题一直不能施工，成了

历史遗留问题，今年却顺利启动了。
2021年4月，平二村村委会将公厕

问题纳入重点实事项目需求清单，在实
地调研、听取村民群众反馈意见后，公厕
改造事宜逐步提到日程上来。

看着今年10月刚刚完工的四车道
柏油马路，平二村村委会支部书记乔彩
霞满心欢喜地说：“你们看！这就是在
原来那条小土路基础上修建的柏油路，
直通208国道。而且现在村东边已经
建好一间公厕，马上就能投入使用了，
我们村还要再修建两间公厕，影响村民
的两件大事终于有了结果！”

“改造公共厕所看似是一件小事，
实则是关乎民生，解民忧的一件大事。”
在村委会工作8年的乔彩霞深切感受
到，“把村民服务好，村民也会支持各项
工作，比如说今年的拆迁，100余户旧
房、危房如期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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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泉镇：创享“新时代文明实践+” 盘活基层治理“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