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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单 行 本 出 版

□本报记者 薛来

白墙灰瓦、庭院整洁，一栋栋大棚整齐地排列在田间地头，
放眼望去，这片占地5200多亩的大棚蔚为壮观。掀起厚厚的
棉门帘钻进大棚，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一颗颗红的黄的番茄挂
满枝头，诱人的色彩和味道，让人垂涎欲滴。

“我们村不光颜值高，产业也好，番茄鼓了乡亲们的腰包。”
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瓦南村党支部书记董显刚说，“脱贫之
后大伙儿没有松劲，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迈进呢！”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在我区，从茫茫雪域到沙漠戈
壁，从高原低谷到深山老林，一支支乡村振兴工作队接力再出
发，一个个特色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乡村建设项目纷纷落地，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幸
福安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稳政策、强投入，脱贫成效更持续
脱贫之后怎么干？对摆脱贫困的地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今年以来，
全区各地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脱贫县、脱贫村、脱贫人口扶
上马送一程，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
定。

政策持续发力，投入力度不减。“这几年的生活越来越好，
陆续卖了20多头猪，现在还养着12只羊，大棚里的黄瓜能卖
了，下一茬打算种西红柿，这都靠党的好政策啊！”乌海市海勃
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村民高贵新激动不已。高贵新先后贷
款8万元买了10只羊、8头猪，随着养殖数量逐渐增多，高贵新
尝到了小额贷款的甜头，今年他又贷款5万元扩大了产业规
模。“今年，我市金融机构已累计为139户家庭发放小额贷款
978万元，有效缓解脱贫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乌海市乡村
振兴局局长李智英说。

看全区，今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将原专项扶贫资金调整
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达到84.7亿元，同比增长
5.5%。深化京蒙协作帮扶机制，北京市各级财政投入援助资金
19.4亿元。各地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和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接续帮扶实打实。“矿泉水厂终于落户嘎查了！”鄂尔多斯
市乌兰陶勒盖镇巴音高勒嘎查驻村第一书记刘祥无比兴奋：

“水厂的建成让嘎查集体经济实现从0到150万元的蝶变，还
带动了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9月29日，自治区驻村包联选派动员大会暨驻村干部培训
班召开，202个区级派驻单位包联帮扶241个嘎查村。全区各
地热烈响应，尽锐出战，推进驻村干部选派轮换。五级书记抓
振兴，一张张军令状直指最难啃的“硬骨头”，5341个驻村工作
队、5682名驻村第一书记、16050名驻村干部同所有乡村干部
一道，像“螺丝钉”一样钉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阵地上，
他们与群众结对子、认亲戚、交朋友，为乡村振兴出点子、办实
事、解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密切了党同群众的鱼
水关系。

抓产业、促就业，增收渠道更多元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石，就业是根本。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副产品销售影响较大，我们和多个网络公司合作开展直播
带货，没想到效果出奇好，目前销售额已超过同期线下销售额。”自治区消费帮扶集
采中心主任王惠诚说。11月16日，该中心帮助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脱贫户霍石柱销
售农产品，当天销售额突破1.2万元。“不知道该说啥，就是感谢！”63岁的霍石柱热
泪盈眶。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意见》，我区各地持续加大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力度，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带
动脱贫群众增收。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的50%以上用于发展产业，持续扶持
648家扶贫龙头企业、294家扶贫车间，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实现产业项目全覆盖。
同时，持续深入开展消费帮扶，全区认定帮扶产品3290款，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
亿元，分别比去年增长85.6%和38%。

“一出门就是蘑菇产业园，平时农忙完就来园区剪菇根，每天能挣100多元。”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移民新村的王连女喜笑颜开。“园区距离移民新村
500米，用工人数多，劳动强度小，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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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8 日 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巴彦淖
尔市以视频形式召开全市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密结合起来，确保党代会精神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

彻新部署新要求，进一步梳理细化工
作举措，做好衔接对接承接，努力在
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新征程上展现巴
彦淖尔作为、作出巴彦淖尔贡献。
要主动有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乌梁素海
综合治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作贡献。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民族工
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做好信访维
稳工作，切实维护边境和口岸安全，
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贡
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套灌
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指示要求，坚
持科技兴农、品牌强农、质量兴农、服
务助农，整体提升农牧业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品牌化水平，为建设
国家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作贡
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全面落实“双碳”目标任务，加快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动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推
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利用，为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作贡献。要深化对蒙合作，统筹推
进口岸、保税物流园区（B型）和现代
铁路物流园区建设，大幅提升矿产
资源、农畜产品等贸易规模，扎实做好
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文章，为建设
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贡献。

巴彦淖尔市：确保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2月18日，中央第四督导组督导内
蒙古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
看”工作汇报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中央
第四督导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提案
委员会副主任支树平出席汇报会并讲
话。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石泰峰主持会
议，代表自治区党委汇报内蒙古第二批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和肃清流
毒影响工作进展情况并作表态讲话。
中央第四督导组副组长、全国政协民族
和宗教委员会委员樊绪银出席。

支树平指出，自治区高度重视，组
织领导有力，从自治区党委到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再到政法各单位，都
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整个“回头看”
做到了科学制定方案，逐项细化实化工
作措施。抓住“回头看”机遇，自治区坚
持从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彻查案件线
索、整治顽瘴痼疾、强化建章立制多个
方面持续加压发力，推动教育整顿各项

工作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根据中央
督导组反馈意见，将政治忠诚教育放在

“回头看”首要位置，坚持以政治忠诚教
育统领“回头看”各项工作，不断夯实政
法系统政治忠诚的思想根基，法院系
统、检察院系统、公安系统、司法行政系
统等重点单位重点问题整改有明显进
步。

支树平要求，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
正视存在的问题，更要看到今后更为艰
巨的任务。要继续加力，攻坚克难，力争
完胜。教育整顿以来一直强调抓的案件
核查办理、顽瘴痼疾整治、制度机制建设
特别是肃清流毒影响等具体工作，要保
质保量完成，眼下完成不了的，拉出清
单，明确时限，责任到位，限时完成。

支树平强调，在总结固化前段教育
整顿形成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
成果的同时也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
题，积极破题，拿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新举措。一
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健全政治轮

训制度，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重
学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生
动有效的措施，深化政治教育、警示教
育、英模教育，坚决肃清政法队伍害群
之马的流毒影响，全面彻底消除政治隐
患。二要深化专业能力建设，深入推进
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实施人才强警、科技强警战略，推动
建设数据型、智慧型政法机关，全面提
升政法工作智能化水平。三要深化纪
律作风整治，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
系，优化执法司法服务，常态化排查整
治顽瘴痼疾，持续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
办力度，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政策，引
导干警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充分调动广大干警的主动性、积极性。

石泰峰代表自治区党委对中央第
四督导组表示感谢。他说，中央第四督
导组督导内蒙古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难点，精心把
脉会诊，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推动了我

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
石泰峰表示，我们将主动接受督

导，坚决配合督导，切实把接受督导的
过程转化为提升工作质效的过程，确保
圆满完成教育整顿各项任务。对于中
央督导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我
们一定压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任务、
细化整改举措，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确
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我们将注
重搞好有机衔接，把中央督导组“回头
看”期间反馈问题与督导反馈问题、评
估验收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
进、一体落实，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堵
漏洞，着力形成和放大整改集合效应。
我们一定统筹抓好教育整顿和政法工
作开展，把教育整顿的成效体现在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具体行动
上，不断提高我区政法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

中央第四督导组成员，自治区领导
刘爽、杨伟东、丁绣峰和自治区法检“两
长”出席，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央第四督导组督导内蒙古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 育 整 顿“ 回 头 看 ”工 作 汇 报 会 召 开

支树平讲话 石泰峰汇报工作并作表态讲话

□本报记者 郝飚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在我
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
点、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石泰峰书记所作
的报告，是内蒙古开启新征程、谋划新
篇章的‘宣言书’‘动员令’‘路线图’，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
指导性，对于做好自治区今后五年乃
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让我们对抓好贯彻落实倍添信心、
倍增动力。”近日，乌海市委书记唐毅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唐毅表示，乌海市将把学习宣传
贯彻自治区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作为
一 项 重 要 政 治 任
务，坚决做到深入

领会、准确把握、有效融入、全面贯彻，
主动服从服务于自治区“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
尤其是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推动中西部盟市把抓好黄河流域
大保护大治理挺在前面，支持中部盟
市加快一体化发展步伐，支持西部盟

市加快产业迭代替
代步伐，在突出产
业特色和补生态环
境短板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明确定位了中西部盟市的发
展方向、发展路径。我们要坚持从全
区大局中谋划推进乌海工作，以乌海
的责任担当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坚决
履行好“五个重大政治责任”，坚决落
实好“五个必须”要求，始终将“着力抓
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作为工作遵循，加快推进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坚定不移走
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 ■下转第4版

在服从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
——访乌海市委书记唐毅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帅政

“我们正在开展‘两高’违规项目
整改‘清零’行动，对全区 101 个违规
在建或已建成的‘两高’项目实行清单
式+责任制管理，目前 87%的整改任
务已经完成，力争 2021 年底实现‘清
零’。”日前，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
珠铿锵有力地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不仅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还严重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当前，内蒙古经济正处在一个极其
艰难又极为重要的转型期，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内蒙古正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一
场摧枯拉朽的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专项行动。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
起、履行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
治责任。我们要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牢固树立正确的生态
观、发展观、政绩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
式，以零容忍的态度解决生态环境领域
突出问题，以久久为功的行动修复生态
环境创伤，只要是有利于厚植绿色优势
的事情就坚定不移推进，只要是不利于
促进绿色发展的行为就坚决有力纠正，

切实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
蓝、这份纯净，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
绿色长城。”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上，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
峰的讲话掷地有声。

早在今年3月，自治区发改委、工信
厅和能源局就联合下发《关于确保完成

“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
措施》的通知，为“两高”项目划定红线：
违规开工项目一律停止建设，确有必要
续建的，需纳入本地区能耗预算管理，
满足本地区能耗双控目标要求，在落实
用能指标、实施惩罚性措施、补办相关
手续后方可继续建设。违规建成投产
项目一律停止生产，在落实用能指标、
实施惩罚性措施、补办相关手续后方可
继续生产。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
明。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内蒙古
久久为功，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密
集出台。

3月份，自治区发改委、生态环境厅
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准入管理意见》，严控铁合金、电石、焦
炭、钢铁、电解铝等传统低端“两高”行
业新增产能，按照“两个先进”的要求全
面提高“两高”项目准入标准。

6月份，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出台《坚决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工作方案》，从产业准入、用能
预算、淘汰改造、电价机制、能源结构、
金融信贷等方面， ■下转第4版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内 蒙 古 出 手 了 ！

我们扛起使命

近日，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西落凤街社区居民领
到了满载社会浓浓爱心的

“母亲邮包”。当日，该社
区党委联合自治区妇联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自治区
妇联为社区居民送上包含
电子血压计、毛巾、雨披等
物品在内的“母亲邮包”。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装满爱心的
“母亲邮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