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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 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691
元，比上年增长15.4%。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8%，比上
年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6.9%，农
村牧区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分别比上年下降1.1个和0.5
个百分点。

年末全区城镇拥有各种社区服务设施4637个。其中，社
区服务中心、站 2135 个。各类社会福利院收养人数 0.6 万
人。全年共有158.9万人得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全年
筹集社会福利资金9.7亿元，销售社会福利彩票30.6亿元。

年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192.2 万人，比上年增长
0.4%。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564.7 万人，增长
2.1%；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627.5万人。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823.1万人，比上年增长4.7%，其中，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320.0万人，增长2.8%。参加
失业保险人数290.9万人，增长5.2%；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
数5.7万人，增长14.4%。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科技项目中，科技重大专项共安排47项，自然科学基

金共安排832项，关键技术攻关共安排445项。科技成果转化
专项资金总规模5.2亿元。科技企业孵化器56家，众创空间
192家。全年专利授权量24362件，比上年增长35.7%。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3.4件，比上年提高0.5件。年内认定登
记各类技术合同数1534个，其中，区内成交技术合同数1320
个，增长6.6%。合同成交金额46.1亿元，其中，区内成交技术
金额36.5亿元，增长12.3%。

全区共有40个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其中国家检验中心9
个。

年末全区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11个，招生（含非全日制）
1.3 万人，在学研究生（含非全日制）3.4 万人，比上年增长
5.9%。普通高校54所，招生15.8万人，在校生50.7万人，毕业
生13.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00所，招生6.7万人，在校
生17.9万人，毕业生4.9万人。普通高中307所，招生13.8万
人，在校生 41.1 万人，毕业生 13.2 万人。初中 719所，招生
22.0万人，在校生66.6万人，毕业生21.7万人。小学1661所，
招生24.9万人，在校生140.9万人，毕业生22.1万人。幼儿园

在园幼儿60.4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6.5%，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为92.4%。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区有艺术表演团体93个，其中乌兰牧骑74个。拥

有文化馆118座，公共图书馆117座，博物馆182座。年末全
区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7%，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率为99.7%。年末全区有线电视覆盖用户356.3万户。全年
生产故事影片5部。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出版各类报纸22964
万份，各类期刊1055万册，图书6341万册。年末全区有档案
馆134座，已开放各类档案563.7万卷（件）。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13126.8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460.5亿元。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24951个，其中医院806个，农村牧
区卫生院125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2个，妇幼卫生机构114
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14个。年末全区医疗卫生单位拥有病床
16.7万张，比上年增长2.8%。其中，医院拥有病床13.4万张，乡
镇卫生院拥有病床2.1万张，妇幼卫生机构拥有病床0.4万张。全
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1.1万人，增长4.4%。其中，执业医师、助
理医师8.4万人，注册护士8.9万人。农村牧区拥有村卫生室1.3
万个，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3万人。

年内全区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竞赛中获奖牌237枚，其
中，国外获奖牌11枚，国内获奖牌226枚。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初步统计，全年总用水量 191.7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4%。其中，生活用水增长0.9%，工业用水下降0.4%，农业用
水下降1.7%，生态用水下降1.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90.5立方米，下降7.6%，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6立方米，
下降6.6%。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39.6万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15.4万公顷，飞播造林2.3万公顷，封山育林6.0万公
顷，退化林修复5.6万公顷，中、幼林抚育（作业）面积10.4万
公顷。年末全区森林面积 2615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23.0%。

全区确定的自然保护区 182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29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6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1267.0 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426.2 万公
顷。

全区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6%。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23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7.9%。

全区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677人，比上年下降
13.8%，工矿商贸企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333人，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014，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为
1.22人。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

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东部地区是指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中部地区是指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西部地区是指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4］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是指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
品时的价格。

［5］居住类价格包括租赁房房租、住房保养维修及管理、
水电燃料等价格。

［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八大产业中的工业
相关行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口径计
算。

［7］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
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
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
业。

［8］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9］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九大
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1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
［1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

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12］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
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13］“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14］2021年电信业务总量是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所得。
［15］2021年邮政业务总量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所得。
［16］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

登记注册，通过 xDSL、FTTx+LAN、FTTH/O 以及其他宽带接
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17］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
费收入。

［18］综合能源消费量是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工业生
产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扣除能源加工转换和能源回收利用
等重复因素）的总和。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时，需要将各种能
源品种的消费量换算成按照标准计量单位（如：吨标准煤）计
量的消费量。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口径按当量值计
算。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价格指数、居民收入消费、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粮食产量、猪牛羊禽肉产量、禽蛋产量、牛奶产量、
猪牛羊存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农牧业机
械总动力数据来自农牧厅；发电装机容量数据来自电力行业
协会；对外贸易数据来自呼和浩特海关；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
自商务厅；注册企业数、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专利数据来自市
场监督管理局；客货运量、客货运周转量数据来自交通运输
厅、铁路部门和民航部门；民用汽车、道路交通事故数据来自
公安厅；电信数、电话数、移动互联网数来自通信管理局；邮政
业务量、快递业务量数据来自邮政管理局；艺术表演团体、文
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厅；档案
数据来自档案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厅；金融数据来自人民银
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保险数据来自银保监局；医疗保障数据
来自医疗保障局；教育数据来自教育厅；科技项目、合同成交
金额数据来自科学技术厅；电视、广播数据来自广播电视局；
出版数据来自党委宣传部；体育数据来自体育局；医疗卫生数
据来自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影数据来自电影集团；社区服务设
施数、福利院、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彩票数据来自民政厅；自然
保护区、林业数据来自林业和草原局；空气质量数据来自生态
环境厅；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厅；煤矿百
万吨死亡率数据来自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其他数
据均来自统计局。

内蒙古自治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接第1版 完成工业园区优化整合，机构数
量压减一半，规划面积缩减30%，产值超千亿元
园区达到3个。

内外发力、加减辩证。挺过调整阵痛、补齐
发展短板、做优发展增量，内蒙古从“旧动能”向

“新动能”的转变逐浪而高、从“积累量”向“提升
质”的转变势不可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不惧风雨、日夜兼程。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聚焦聚力深化
改革、调整结构、转化优势，一座座美丽乡村焕发
生机，一项项创新举措加速推进，促进服务业发
展稳中提质的步伐铿锵有力。

“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路灯有了、柏油路有
了、文化和体育广场也有了，家家户户用上了水
冲厕所，村道天天有人清扫，现在的富强村是乡
村旅游打卡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
村村民王元说。

这几年，我区服务业回稳提质，富强村等9

个村镇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新创建呼和
浩特市塞上老街、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木伦
文化和旅游街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中俄边境
旅游区套娃景区3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包头市入选国家级文旅消费试点城市。

“这几年的生活越来越好，前前后后卖了20
多头猪，现在还养着12只羊，大棚里的黄瓜已经
卖完，现在又种上了西红柿……”乌海市海勃湾
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的高贵新向记者介绍他的
幸福生活。2018年，乌海市开展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工作，高贵新得知消息后，先后贷款8万元
买了10只羊、8头猪，第二年就脱了贫。去年他
又贷款5万元扩大自己的产业。

2021年，全区存贷款增速增量均创4年来新
高，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降至6年来最低水平。

“哐……”随着一声锣响，2021年12月24日，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鸣锣开
市，成为我区10年来首家上交所首发上市企业。

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我区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支持企业上市和扩大债券融资。进一步畅通
与全国主要资本市场的渠道，打造“扶龙头、推上
市、强产业”的资本市场发展新格局。

2021年，我区4家企业分别在沪、深、北、港
交易所上市，打破了我区企业9年A股上市“零
纪录”。目前，2家企业上市进入证监会审核，11
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28家企业进入重点孵
化培育阶段。

蹄疾步稳、勇毅笃行。我区战疫情、筑根基、促
就业、抓难点、扩投资、促消费、防风险……在加快
第三产业发展的路上，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进物流、金融、旅游、文化等重点产业转
型发展，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质量效率显著提升。

“天下之事，因循则无一事可为；奋然为
之，亦未必难。”产业转型升级的风潮正在席卷
草原，昂首阔步在新征程上的内蒙古，必将创
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促产业转型升级 内蒙古步履铿锵

□新华社记者 王明玉 周颖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来自中山
市一家服装企业的米雪梅代表把打工20多年的
苦辣酸甜讲给总书记听。

1997年，22岁的米雪梅从甘肃一个穷山村，
只身来到广东打工，在一家服装厂当保安。晚班
睡醒了，她就跑车间、进仓库，“找活干、蹭着学”。

凭着勤快好学，米雪梅又先后做过车间统计、车
间厂长助理、现场品质主管……再苦再累都不怕，最
怕听到年幼的孩子在老家生病。她下定决心把孩子
接到身边，可因为太忙，有时会忘了接孩子放学。

而今，米雪梅一家在中山买了房，真正成了
“城里人”，孩子成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第一
批受益者，顺利考进了大学。

米雪梅回忆说：“那天代表团会，总书记一进

来就和我们打招呼，笑容很亲切。我发言时，看
到总书记很认真地听，我就不紧张了。”

当天，米雪梅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和调研提出建
议：希望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满足日益增
长的外来工子女入学需求，让这些孩子能够在父母
身边上学读书，享受跟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习近平总书记听完米雪梅的发言，对她说
道：“你讲得好啊。你的经历就像你的名字，‘米
雪梅，梅花香自苦寒来’。”

总书记的话语让米雪梅感到十分温暖，她觉
得，这是总书记对像她这样千千万万打工人的关
心和称赞。

那次审议中，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就是为人
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
快乐、不满意，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
众排忧解难。”

总书记强调：“我们现在推动城镇化建设，千
方百计让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工作

生活，孩子能进城的随着进城，解决留守问题。”
米雪梅说，总书记的要求已经化为各地的实

际行动。2021年，她所在的中山市已有超八成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校。

在快递服务点，看望工作中的“快递小哥”并询
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在清洁站，向环卫工人祝
贺新年；在工地现场，同农民工亲切交谈……

在新闻里，看到总书记一次次来到进城务工
人员中，米雪梅和工友们总是说：“总书记他心里
装着我们打工人。”

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考
察。米雪梅又一次见到了总书记。

“时隔半年，总书记还记得我，握住我的手，
仔细询问我的工作情况。”米雪梅激动地向总书
记汇报了自己的近况。

米雪梅说：“我要好好干，干出更大的成绩
来，才不辜负总书记的关心！”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他心里装着我们打工人”
□新华社记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
忧，一项项真抓实干的民生举措，彰显温
暖人心的民生关怀。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锚定“基本民
生”这颗“定盘星”，齐心协力、开拓进取，
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前景正在徐徐铺展。

一步一个脚印，生活更有奔头
春意萌发，白日渐长。湖南省郴州

市汝城县马桥镇的姜农们开始为新一年
小黄姜种植、储存、销售的生计忙碌。

“我们夫妻每年种植小黄姜20多亩，
希望今年还能卖个好价钱。”马桥镇大油
头村农民胡清明说，在产业奖补和技能
培训帮助下，他家靠种姜不仅早已成功
脱贫，还连着三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

马桥镇的小黄姜好似农家的“金疙
瘩”，为当地群众致富搭起“金桥梁”，并
辐射带动汝城县其他13个乡镇种植。建
立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引入“姜种培育脱
瘤脱毒”技术……种植、植保、加工、物
流、销售一条龙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使
小黄姜逐步提高附加值、保鲜保湿延时
存放、实现错峰效益，曾让马桥姜农头疼
不已的存贮难、“姜瘟病”、抗市价波动风
险能力弱等心头之患，不断得到解决或
缓解。

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的有力保障，
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一步一个脚
印，“撸起袖子加油干”，人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提升，我国发展的基础更牢、条件更
优、动力更足。

草原深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南县塔秀乡达茫村，牧民尤拉杰家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跟着运奶车出达茫村一路向南，80公里后就
到了青海雪峰牦牛乳业公司。几年前在贵南县
政府支持下，当地乳品企业雪峰乳业在达茫村建
起牦牛鲜奶采集站，产自高原牧民家的绿色奶源
在这里汇集、加工，再运往全国各地。

“我们今年再买几头牦牛吧，多赚点牛奶
钱。”尤拉杰将新奶桶绑在摩托车上，转头给站在
一旁的妻子说。他告诉记者，“家家养牛送奶，平
均增收过万元”，牦牛奶产业成为达茫村及附近
几个村牧民增收的新渠道。

抓衔接、促振兴，在更高起点谋划高质量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高质量发展同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从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实现全面小
康到迈向共同富裕，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一点一滴改善，公共服务正在优化
从亲水岸线到山城步道，从缓解交通拥堵到

老旧小区改造……历时8个月，完善构建111项
核心指标，收集居民问卷 6 万余份、社区问卷
1200余份，2021年重庆城市体检工作报告正式
出炉。

“了解群众诉求、听取各方意见，我们归纳梳
理1.3万条居民开放性提案，建立分类台账，推动
限时销号解决，切实解决老百姓关心的事情。”重
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杨治洪说。
全国59个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停车、出行、物业管

理等是共同短板，不断完善城市治理，解
决百姓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回应
市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应有之义。

民生一小步，关乎百姓幸福感的一
大步。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秀枫翠谷小区
8号楼加装电梯后，原本的“爬楼房”变身

“电梯房”，方便居民上下楼。
家住3楼的刘大姐说，她4年前不慎

摔倒致残，腿脚无法使力，上下楼梯只能
由家人架着身体，一点点挪动腿脚。加
了电梯后，难得出一回门的她变得爱出
门了。

让“悬空老人”下楼晒太阳不再是奢
望；让残疾人、老人出门和回家的路不再
坎坷；让社区拥有配套齐全的教育、医
疗、养老机构，体育锻炼、文化休闲等设
施……这些公共服务范畴，都是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着力补短板、
解难题、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
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让
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19年
至2021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11.5 万个，惠及居民超过 2000 万
户。各地顺应群众需要、回应群众诉求，
因地制宜增设电梯、停车、口袋公园等配
套设施，以及养老、托育、助餐等服务类
设施，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生活的
难题。

真抓实干多举措，持续增进社会民
生福祉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小哥、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目前我国灵活
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不断健全的社会
保障政策正在为新就业形态的工作者带
来安全感。

沈萌是浙江省宁波市一名灵活就业
人员，2019年怀孕后做起了全职妈妈，去年开了
一家母婴产品网店。她近期参加了养老保险，解
除了因非宁波户籍而一度参加不了当地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的忧虑。

“政府的暖心举措切实减轻了我的后顾之
忧，让我在家安心创业带娃。”沈萌说。去年12
月，宁波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的痛点难点问题出
台相关政策，明确非宁波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可在
当地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织密扎牢保障网，让群众享受更多改革红
利。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十四五”时期，法定人员应保尽保，实
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失业保险省
级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更加完善。到2025
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

家住湖南省湘潭县城塘社区的88岁老人刘
正球，从民政部门拿到智能手环，可在紧急情况
下“一键求助”。在“湘莲之乡”湘潭县，为应对人
口老龄化上升趋势，当地建立养老服务、特困供
养人员一般疾病医养结合、精神疾病康复养老、
全失能集中照护、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5个为老
人服务的中心，建设“党建+莲湘颐老”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迈上新征程，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
到更大提升。

（记者 王优玲 樊曦 苏晓洲 王浡）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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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

“我儿子哭了半夜，他害怕炮弹击中我们的
房子。”43岁的乌克兰管道工博格丹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博格丹和家人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九
层公寓楼内。25日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公寓
楼的地下室，“这里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听到爆炸声，人们慌乱地跑进地下室。当
时地下室里各种杂物堆放在一起，空间狭小，难
以立足。”博格丹说，他和邻居们一起清理并加固
地下室，让更多人有了安身之地。

30岁的薇拉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基辅市不

断响起空袭警报让她和家人坐卧不安。25日
晚，基辅市政府发布空袭警报后，薇拉和丈夫决
定带女儿躲进地下室。“我们两天没睡觉了。根
本无法入睡，爆炸声和警报声一直在响。”

薇拉是一名医生。从24日起，她不再接受
病人预约看病，但也并没有闲着。她一边照顾家
人，一边为病人提供电话咨询。“我们好多次都想
离开基辅，但不知道去哪里。基辅市的居民大部
分已经离开了，剩下的人都躲进了地下室、防空
洞或地铁里。这种场景就像末日电影，但现在就
发生在我们身上。”电话一端，薇拉伤心地说。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5日晚，基辅一名孕妇
在警察和市民的帮助下，在避难的地铁站里生下
了一名女婴。

过去一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州聚集了大
批躲避战火的人，因为这里距离东部战线相对较
远。

37岁的马克西姆出生在利沃夫州首府利沃
夫市。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原以为利沃夫是乌
克兰最安全的地方，但“这只是我们的想象”。

马克西姆说，利沃夫的军事设施26日遭到
袭击。当警报声响起时，他和家人不知所措，不
知道该往哪里跑，他们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

马克西姆的孩子刚学会走路。他告诉记者，
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打算将妻子和孩子送到
波兰避难，“但我会留在这里”。

（新华社基辅2月27日电）

地下室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乌克兰百姓在战火中艰难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