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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寒冬时节，呼伦贝尔市传来喜讯：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一、二
期工程已全面完成各项施工节点目标并顺利移交。

11月25日，由自治区能源局开展的2021年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
范项目之一——达拉特旗光储氢车、零碳生态链示范项目在鄂尔多斯
市达拉特旗昭君镇光伏基地奠基。

12月15日下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全区投资系统工作
视频会议。

虽正是北方冬季建设淡季，但内蒙古抓重大项目建设的热情不
减，各地精心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巩固“稳”的态势、增强“进”的动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内蒙古经济处在一个极其艰难又极为重要的
转型期，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方式总体粗放、产业结构单一、
层次不高等现状，如何稳住经济基本盘？内蒙古的答卷是，紧紧抓住
重大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精准有效稳投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

今年3月以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先后深入巴彦淖尔、呼和
浩特、包头、二连浩特等地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要
求各地要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一个个高屋建瓴、掷地有声的动员令、指示令，一项项革故鼎新、
见实见效的新政策、新举措，推动重大项目不断落地生根，让内蒙古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不断破题解题、见行
见效。

建立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企业可以把土地信息录入项目库，自
然资源部门和林草部门会对相应土地是否可以正常办理后续手续或
者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建议明确地告诉企业，可以让企业在后续土地手
续办理过程中少走弯路，改变了过去“由项目改规划”变为现在的“由
规划定项目”。

打通了审批系统数据通道，推动自治区在线审批平台与自治区政
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和工程改革审批平台数据的互联互通。企业只需
要在自治区在线审批平台录入一次数据，就可以在其他系统共享使用。

建立了项目审查先行制度，过去企业需要把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和相关附件准
备齐备以后才能提交审批部门。改革以后，企业的可研报告文本出来后就能提交审
批部门，其他附件办理完成后就可以直接出具审批文件。

自治区各部门不断优化企业开办营商环境，通过减时间、缩环节、降成本、压流
程，为企业开办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市场监管局通过优化信息传输机制、削
减数据传输环节、推进数据直联互通，将两部门之间的数据传输时间从70分钟压缩
到10分钟以内，保障市场主体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开办事项，实现市场监督、
税务企业开办事项“无感联办”，各类市场主体在办理工商注册后，紧接着就可以办
理税务事项。大幅缩减工程建设领域审批时间，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由20个工作日
缩减为5个工作日，企业投资备案项目核准由5个工作日缩减到1个工作日。

4月19日，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江苏省考察期间，在苏州市举行集中签
约仪式。自治区政府与中远海运集团，包头市政府与同程旅游集团，鄂尔多斯市政
府与远景科技集团、盛虹集团，内蒙古电力集团与远景科技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4月22日，自治区召开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内蒙古610个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民生保
障等多个领域。

7月21日，2021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内蒙古高
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共签约项目156个，签约金额3593.7亿元。其中，
自治区政府及各盟市与37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500强企业签约项
目38个，签约金额1647.74亿元。

……
项目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各盟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精准出招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呼和浩特市加大项目专班的服务作用，在土地、资金、人力、用电、水热气供应等

要素保障上加强部门联动，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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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不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握战略定位、保持战略定
力，遵循行动纲领、勇担职责使命，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
古发展新篇章。

新篇章诠释新担当，新担当呼唤新作为。为进一步激发全区
各族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即日起，本报推出“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开局之年大盘点”专栏，以各盟市、各厅局（委）今年
以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采取的主要措施、取得的重大成效为主要报道内容，展现 2021
年我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和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刘宏章

12月13日，就阿拉善盟如何学习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记者采访了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

代钦说，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我国进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石泰峰书记在党代会报告
中，深刻阐述了内蒙古讲大局、担使

命，必须牢牢扛起作为边疆民族地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
中五个方面的重大政治责任，明确提
出了今后五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任务和工作要求，为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
古发展新篇章确立了新航标、描绘了
新蓝图。党代会闭幕后，阿拉善盟第
一时间召开全盟干
部大会，传达贯彻
大会精神，精心组
织安排，开展宣传

宣讲，推动大会精神在全盟干部群众
中入脑入心、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下
一步，阿拉善盟将把贯彻落实自治区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肩负
起、履行好五个方面的重大政治责任，

加快建设“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
个桥头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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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阿拉善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推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
策部署在阿拉善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自觉肩负起、履行好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在筑牢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上作出阿拉善
贡献。从阿拉善区域面积广大、生态
环境脆弱的实际出发，坚定生态优先
的政治导向和价值追求，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按照党代会
报告要求， ■下转第3版

以新的奋斗姿态开创阿拉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访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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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包荭

背上是几十斤重的树苗，脚下是陡
峭的山坡，手脚并用往上爬，生怕一脚
踩不稳连苗带人滚下坡……

午间，靠在客厅沙发上打了个盹
儿，83岁的董鸿儒又梦到了苏木山。这
个他为之倾注一辈子心血的地方，曾无
数次地出现在梦境里。

“我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种
树；一辈子只呆过一个地方，就是苏木
山。”老人抬眼看向客厅墙壁上方挂着
的苏木山的照片，被树苗压弯的脊背弓
成一座小山。

42年，15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在
荒芜的山脊上种满绿色和希望，用青春
和汗水写下了青山不老的传说。

一座山，因他而变
苏木山，山连着山，坡连着坡。“山

大沟深石头多，一出门就爬坡”是乌兰
察布市兴和县人形容苏木山的顺口溜。

1958年10月，20岁的董鸿儒被派
往苏木山护林站当护林员，这是他的第
一份工作。早晨背着行李出发，傍晚时
终于爬到了挂在半山腰的护林站。

“护林站只是一间低矮漏风的土坯
房，两面悬崖峭壁，出门、回家都要爬坡
过坎。屋里只有一盘土炕、一个锅台和

几件简单残破的炊事用具。说是来当
护林员，可只是一片荒山秃岭。”尽管来
的时候做足了心理准备，可看到眼前的
景象，董鸿儒的心还是沉了又沉。

那一夜，听着附近村里老狗的狂吠
和怒号的风声，他一夜无眠。

走，还是留？
迷茫之际，村里一名叫李德库的老

人给他讲述了解放战争中老一辈革命
者在苏木山坚持打游击的往事。“当年
游击队员出生入死、爬山卧雪坚持跟敌
人作斗争，那才叫艰苦、危险哩！”李德
库老人的话，让董鸿儒豁然开朗。

“我12岁就成了孤儿，没有党的培
养，就没有今天的我，现在正是党需要
我的时候，我怎么能退缩！老一辈革命
者为了保卫家园在这里英勇战斗，我为
什么不能！”这一留，就是42年。

留下就要干出一番事业。1959年
夏天，董鸿儒带着一个熟悉苏木山地
形的民工开始上山调查。三个月早出
晚归，爬遍了苏木山的沟沟坎坎，穿坏
了2双鞋子，他边走边做记录：植被稀
少，水土流失严重，春秋刮风黄沙起，雨
季洪水冲走牛，人无树遮阴，鸟无树搭
巢……

更让他坐立难安的是，苏木山距首
都北京仅200多公里，如果水土继续流
失下去，永定河上游的生态必然遭到破

坏，进而影响到北京的生态安全。
“不对！苏木山需要的不是护林，

而是种树！”实地调研后他作出清醒的
判断。

董鸿儒迅速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建
议苏木山尽快成立国营林场，植树造
林、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他的建
议很快得到上级部门重视。1960 年
春，自治区正式批准成立苏木山林场。

一座山，因他而绿
建林场，最缺的是人。县里物色了

很多人选，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回绝
了。董鸿儒好不容易盼来了场长赵守
礼，两人徒步走出山外，亲自去周边的
生产队雇回几十个工人，开始边建场边
种树。

3个月，董鸿儒和工人们起早贪黑，
平整场地筑根基，挑水和泥脱土坯，19
间场房拔地而起。

植树造林山高坡陡，机器上不去，
董鸿儒将几十斤浸湿的树苗用麻袋捆
好后绑在肩上，弓着身子手脚并用往上
爬，工人们学着他的样子也往上爬。饿
了啃几口窝头，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怕
苗木干了影响成活率，大家都不敢歇
息。

10多里的山路，一天要往返三四
次。双肩勒出了血，血肉和衣服粘在一
起，脱的时候生疼。手上磨起了水泡，

吃饭时连碗都端不稳；干一天活儿挣的
工钱只够买3两莜面，大家吃不饱饭，
野菜、蘑菇、野谷子……山上能吃的都
吃了个遍。

为了能吃饱饭，董鸿儒春季带着大
家在附近山沟里开垦荒地种粮食，冬闲
季节带着工人上山割柠条编织筐子、篓
子换钱改善生活。可即便如此，冬天还
没过完，工人就走了一半。

“这样下去不行呀！”为稳定人心，
他跑回家说动妻子，带头将家搬到了苏
木山。晚上睡觉，将家里能盖的东西全
部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哆嗦；早晨起来，
前夜锅里的水结成了冰坨。

敌不过这恶劣的环境，在已经失去
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董鸿儒第二、第三
个孩子接连染上痢疾。山上缺医少药，
去县城的医院要走两天，两个孩子来不
及送医就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去条件好的地
方工作。”妻子悲痛欲绝的哭诉仿佛就
在耳边，董鸿儒的泪水夺眶而出。“不能
走啊，山还没有绿，如果就这样放弃了，
我们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向死去的儿女
交代！”

隐忍着痛楚，他给第四、第五个孩
子分别取名存战和存在，希望孩子们能
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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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牵 梦 绕 苏 木 山

12月 19日，小朋友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
库伦村冰雪乐园体验雪
上悠波球。近年来，该
村党支部依托当地的气
候环境和地理优势，积
极引导群众发展乡村冰
雪旅游经济，推出漂移
冰车、雪上香蕉船、动感
雪圈等多项特色冰雪旅
游项目，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体验冰雪的乐趣

本报乌海12月 19日电 （记者
郝飚）近日，乌海市召开全市干部大会，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上来，深刻领会把握五年发展
成就的重要启示，深刻领会把握“五个
重大政治责任”的使命担当，深刻领会
把握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丰富内

涵，深刻领会把握新征程上书写新篇
章的实践要求，始终自觉向党中央对
标看齐，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自觉从全区大局中谋
划推进乌海工作，以乌海的责任担当
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确保自治区第十
一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乌海
生动实践。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好自治
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是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各区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自
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切实增强学习的
实效性、系统性，采取专题研讨、专家
讲座等方式，分期分批对各级领导干

部进行培训轮训。要依托基层大讲
堂，组织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
的宣讲活动，同时运用各类媒体，进行
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切实营造学习宣
传的浓厚氛围。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做好结合实际的文
章。要把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
环境治理作为重要遵循，进一步巩固深
化“七治”任务， ■下转第3版

乌海市：着眼全区大局谋划推进工作

□本报记者 白莲

4月13日，内蒙古赛思普科技有限公司氢基熔融还原法
高纯铸造生铁项目一次开炉成功，出铁156吨，这标志着世界
领先的氢基熔融还原冶炼技术在内蒙古成功落地转化。

该项目的科技支撑来自自治区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打造的
孵化基地——乌海市氢冶金研究孵化中心。项目的成功投
产，是内蒙古通过“科技兴蒙”引智借梯、破解难题的生动缩影。

要想“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唯有不断创新。在
探索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模式的过程
中，内蒙古深刻把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欠发达地区可以通
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
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的指示，

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2019年 12月，我区与科技部召开部区会商会
议，正式启动实施了“科技兴蒙”行动。

两年来，我区以“科技兴蒙”行动为统领，紧扣“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聚焦“十四五”
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战略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
求，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支撑自治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打主动仗、下先手棋，内蒙古亮出真诚合作的态度和决
心，敞开怀抱以“开放合作搞创新”的大格局做顶层设计，深
化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营造风生水起的创新环境，千方百计
为“科技兴蒙”行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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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蒙”，激活创新发展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