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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进入新发展阶段，营商环境在经济
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区域合作竞争中的
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对于锡林郭勒盟而言，优化地区营
商环境是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
作要求的坚决行动，也是加快推进产业
和城市转型、在新一轮竞争中成功突围
的基础条件和根本要素。

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中，锡林
郭勒盟用好改革关键一招，以纵深推进

“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在市场主体和群
众反映的政策难点、审批堵点、监管盲

点、服务痛点上动真碰硬，进一步激发了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发展大局中，一流的营商环境就
是最好的“梧桐树”、最大的“吸铁石”，是
一个地区最核心的竞争力。

2021年，锡林郭勒盟坚持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谋划推进，按
照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部署要求，将
优化营商环境纳入盟旗两级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领衔抓改革任务清单，研究制定
年度工作方案和21个专项方案，细化为
110项具体举措，逐项调度督办，主要指
标均达到自治区先进水平。

对标一流营商环境的构建，锡林郭
勒盟始终遵循优化营商环境的政治责

任，高位统筹强化组织督导，将解决企业
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的主要突破口，以评促改、以评促优，
多措并举，全面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
境和政务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实践中，该盟形成了盟直单位和
旗县市（区）按照日、周、月报等形式将督
办事项落实情况直接报盟长审阅的督办
机制。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负责牵头抓总，营商环境
组建立调度工作台账，健全完善任务分
解、跟进落实、协调推动、反馈报告、整改
提升等抓落实的各项制度，实行一月一
通报，督办效果明显。

锡林郭勒盟在优化营商环境具体
工作的推进中，一方面，通过广泛深入
的宣传教育，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联地区形
象”的理念， ■下转第2版

锡林郭勒盟：以优质的营商环境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大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综述之三

本报滨州2月13日电 （记者 章
奎）2月13日，自治区政府与龙马控股集团
在山东滨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地企
战略合作、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进行了充分沟通、深入交流。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
霞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介
绍有关情况。龙马控股集团董事长樊宪
国出席会谈。会谈前，王莉霞一行对龙马
控股集团惠民产业园进行了考察调研。

王莉霞代表自治区政府，对龙马集团
一直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她说，内蒙古在国家新
能源发展格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特别是风力资源丰富、风电装机规
模大，发展风电装备制造、建设风电全产
业链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前新
能源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窗口期，
希望龙马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锚定在
内蒙古建设辐射东北、西北的千亿级装备
产业集群的目标，加强产业布局、加大投
资强度、加快建设进度，延伸基础制造产
业链条，引进更多上下游产业、龙头企业
和核心零部件项目落户内蒙古，加快打造
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基地。自治区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与
各位企业家一起努力、携手向未来。

樊宪国表示，内蒙古能源资源丰富，

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发展优势明显，地企
合作空间广阔。龙马集团将充分发挥自
身在风电装备制造等方面优势，联手产
业链龙头企业，推动风电全产业链基地
项目尽快落地、发挥效益，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争取更大成果，助
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会谈后，自治区能源局与龙马集团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风电全产业链基地
龙头企业三峡集团、金风科技、东方电
气、中国电建、中国船舶、中车集团、中国
兵器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谈。自治区有
关部门和包头市、通辽市相关负责同志
参加活动。

自治区政府与龙马控股集团在滨州举行会谈
王莉霞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李晗 见习记者 杨柳

“一年来，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认真贯
彻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以‘一
网办、掌上办、一次办、帮您办’改革为抓
手，坚持把推进数据联通共享、改进网上
政务服务作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全力
推动任务落地落实，助力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局长鲍
建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鲍建中说，2021年，自治区政务服
务局聚焦“四办”改革，进一步提升利企
惠民服务水平。一是坚持数字赋能，全
力抓好“一网办”。41个区直部门业务
系统接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平台注
册用户2455万户，其中个人注册用户占
全区常住人口的93%；全区三级启用“综

合一窗受理”系统，共享办件561万件；
电子证照库汇聚数据4238万条，共享调
用4151万次。二是坚持用户思维，着力
推动“掌上办”。“蒙速办”APP接入各类
应用3636项，医保电子凭证、灵活就业
人员社保费缴纳、公积金提取、e登记、
蒙企通、电子税务局等1328项服务应用
实现了掌上办理。上线以来，累计访问
超3亿次。 ■下转第2版

以“四办”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跑出加速度
——访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局长鲍建中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2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施泰因迈尔，祝贺他当选连任德国联邦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今年中德将迎来建交50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内涵，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致电祝贺施泰因迈尔
当选连任德国联邦总统

营商环境问题是政治生态遭到破坏
后的综合反映和具体折射。营商环境问
题的“病根”在政治生态。坚决打赢优化
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整体攻坚战，必
须把优化营商环境和净化政治生态联动
起来、一体推进。

政治生态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是直接
的、广泛的、深远的。政治生态好，营商
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好转。当前，重
塑再造内蒙古政治生态依然任重道远，
一些党员干部思想坚冰、作风顽疾、腐败
沉疴尚未根除，一些老问题改头换面还
在出现，一些新问题又在逐渐暴露出
来。唯有坚持把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优化
营商环境全过程和各环节，强化政治监
督，深化标本兼治，加大正风肃纪反腐力

度，推动政治生态全面重塑、根本好转，
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滋生营商环境乱象的
土壤。

对症下药，把“病根”彻底治愈，问题
才能迎刃而解。针对慵懒散拖、隐形变
异的寻租设租等问题，要拿出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的决心，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
腕的勇气，持续开展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紧盯顽疾陋习及其新动向新
变种反复抓、抓反复，坚决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老问题和新表现，严肃查处各
种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不
断清除侵蚀营商环境的作风病毒，不断
清除破坏营商环境的腐败沉疴，确保标
准不降、要求不松、措施不减、氛围不淡。

强化监督考核，发挥好“指挥棒”作

用，是打赢整体攻坚战的重要保障。要
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鼓励干
部大胆创新、扎实做事，让那些真抓实
干、敢于担当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
施展才华。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
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拓宽政企沟通渠
道。要健全澄清保护机制，及时澄清失
实举报，严查诬告陷害行为，不能让干事
的干部受委屈，让不干事的干部看笑话、
说风凉话。

奋进中的内蒙古，再吹冲锋号、再擂
出征鼓。让我们咬定目标不放松，把嘴
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都变成实实
在在的行动，促进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
相互促进、共同改善，让内蒙古成为营商
高地、兴业沃土。

一体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和净化政治生态
——七论坚决打赢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整体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记者 陈沸宇 张枨

2019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
古自治区考察时强调：“守好这方碧绿、
这片蔚蓝、这份纯净，要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下去，
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的美丽中国。”

内蒙古干部群众牢记嘱托，保持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切实守护好内蒙古这方碧绿、这片
蔚蓝、这份纯净。

乌梁素海，是内蒙古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的一个缩影。这里湖面如镜，芦苇像
一朵朵冰花绽放；赤麻鸭、白骨顶、绿
头鸭等或卧于冰面，或栖于苇荡，或翱
翔天空。

经过综合治理，乌梁素海生态环境
逐步改善，2021年水域面积保持在293
平方公里，水质总体好转，湖心断面水质
由2015年之前的劣五类提升至四类。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全区 87%的面积划入限制开
发区域，51%的面积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是发展理念、发展路径、
发展方式、发展目标的全方位变化，是全局
性、战略性、长期性的要求，所有领域、所有
区域、所有产业、所有行业都要向此聚焦发
力，各项重大目标任务、重大政策措施、重
大工程项目都要依此布局展开。”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坚持底线思维，内蒙古自治区强化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去年我们统
筹考虑主体功能区定位和东、中、西各盟
市资源环境禀赋，合理优化调整生态保
护红线，划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
多样性维护、防风固沙四大类 19个片
区，完成12盟市中心城区、120余个开
发区和680多个苏木镇开发边界测算，
建立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科学的空间保障。”内蒙古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赵大勇说，全区87%
的面积划入限制开发区域，51%的面积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东部盟市把保护好大草原、大森林、
大河湖、大湿地作为主要任务，中部盟市
立足产业基础和产业集群优势推动高质
量发展，西部盟市重点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荒漠化治理。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将立足东、
中、西各盟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逐步形成生态功能区、农
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地区三大空间格
局，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培
植绿色发展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主任龚明珠表示，“经济发展过程
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
保护的首要任务。内蒙古制定“十四五”
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
线一区两带”的总体布局。

“‘一线’就是以大兴安岭、阴山、贺
兰山等主要山脉构成生态安全屏障的

‘脊梁’和‘骨架’， ■下转第3版

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实现“双提高”——

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编者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
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
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即日起，新华社将
连续播发系列述评“‘十个明确’系列
谈”，深入阐述“十个明确”的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全面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原创性贡献。

□新华社记者 林晖 胡浩
丁小溪 高蕾

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一个真理昭示
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涵，将

党的领导置于“十个明确”的首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党的领导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标志
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
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风雨不动安如山，赖有砥柱立中流。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巍巍中国号巨轮就有了应对一切风
险挑战的坚定自信和强大底气。

“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
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2022年1月6日，北京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听取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
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近年来，党中央每年听取“五大班
子”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已成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
说的重大问题。曾有一段时间，党内存在
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为乏力，党的
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等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历史自
觉和雄韬伟略，正本清源、一锤定音。

“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2012年 11月 17日，刚刚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对坚持党
的领导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

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
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
的建设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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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 是 领 导 一 切 的 ”

——“十个明确”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述评之一

本报呼和浩特 2月 13 日讯 （记
者 刘洋）为确保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期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呼和
浩特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明确职责，以
保障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打出“压能、
减煤、治企、抑尘、管油、禁燃”组合拳，筑
起一道道坚固的大气污染防治屏障，倾
力守护2022年北京“冬奥蓝”。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
力度，按照国家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和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16部门印发的 《关于利用综合标
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
见》要求，全面核查工业产品获证企业
生产状况和生产条件，重点对水泥等行
业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目前，已检查水
泥生产企业9家，对检查中发现的6项
一般性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已全部完成
整改。

做好“散乱污”企业动态监管，按
照“散乱污”企业的界定标准，摸清辖
区内化工企业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等

制造加工企业，以及无组织重点排放企
业底数，目前已建立了41家企业数据
库，严格管控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进
一步强化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

严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加快重点
行业VOCs治理，以石化、化工、包装
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领域为重点，加强
重点行业 VOCs产品生产、销售环节
的质量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国家产
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组织生产。

严格油品质量监管，对成品油质量
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生产、
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快速检测89家
车用汽油、柴油加油站成品油178个批
次，其中不合格7个批次成品油的后处
理工作都已按照规定程序处理完毕。配
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呼和浩特市区内
加油站进行质量、计量、价格综合检
查，共检查加油站30家，成品油38个
批次。积极联合呼和浩特市相关部门持
续集中打击和清理取缔黑加油站点、流

动加油车，检查中发现并取缔44个站
点。

强化散煤质量监管，对本地区散煤
销售网点进行调查摸底，逐户建立动态
监管档案，强化散煤销售网点监管，严厉
查处无照经营和销售劣质煤行为。对销
售的散煤进行监督抽查，并根据结果进
行相关处理。目前，已对18家散煤销售
网点煤炭质量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全部
合格。

加强烟花爆竹监管，印发《呼和浩特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烟花爆竹禁
燃禁售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烟花爆竹
禁燃禁售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全市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要求各属地市场监
管局严格落实属地管理，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开展禁售禁燃烟花爆竹检查，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目前，共发放《禁售禁燃
烟花爆竹倡议书》3万份，与沿街商户签
订《禁止售卖、购买、燃放烟花爆竹、点放
孔明灯承诺书》两万余份，营造了安全文
明的节日氛围。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冬奥蓝”

2月 13日，首府呼和浩特迎来虎年新春第一场瑞雪。红灯、白雪、朱墙、飞鸽，雪中的青城别有一番意境，人们走出家门，踏
雪迎春，祈福纳祥。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新春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