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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在内蒙古

新华社北京4月 25日电 在五四
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5日上
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
的祝贺，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
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希望全国广大青
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
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
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
成绩！

习近平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广大青年
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向英雄学
习、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争做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
勇毅前进。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前身是1937年诞
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

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
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注重人文社
会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
究，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
领域的一面旗帜”。

上午9时20分许，习近平在中国人
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校长刘伟陪同
下，首先来到立德楼，观摩思政课智慧教
室现场教学。习近平同青年学生一起就
座，认真倾听并参与讨论，对学校立足自
身优势，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的做法表示肯
定。他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
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

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思政课
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
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
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
扬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
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
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希
望人民大学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
善，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更
多“金课”。也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
中小学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习近平勉励同学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
先锋、争当事业闯将。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设立于学校博
物馆内。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了解学
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近年来教学科
研成果等情况。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
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
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
的红色基因。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
红色基因传承好，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
地。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
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
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
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在博物馆门前广场上，习近平看望
了老教授、老专家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代
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看到老教授、老
专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习近平非常高
兴。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历来是人才
荟萃、名家云集的地方。老教授、老专家
们为党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作
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青年教师向老教
授老专家学习，立志成为大先生，在教书
育人和科研创新上不断创造新业绩。习
近平强调，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必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师。要高度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下转第4版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本报4月 25日讯 （记者 帅
政）3月 26日至 4月 24日，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
督察组”）交办我区举报案件30批共
2641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
目前，全区已对第二十二批118件信
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4
件、阶段性办结43件、未办结31件，
责令整改8家，立案处罚2件，罚款金
额2.5万元，问责6人。

截 至 4 月 24 日 ，全 区 已 对 第
1-22 批 1839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
处理，其中，已办结 703 件、阶段性
办结 671 件、未办结 465 件，责令整
改 784 家，立案处罚 98 家，罚款金
额 709.0678 万元，立案侦查 38 宗，

刑事拘留 12 人，约谈 68 人，问责
67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
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
作。（第二十二批部分案件办理的详细
情况见第10版）

第二十二批全部案件的办理情况
请扫二维码查看。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十二批11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 4月 25日讯 （记者 帅
政）4月25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交办第三十一
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案件共83
件。按数量排序分，赤峰19件，鄂尔多
斯13件，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各12件，
通辽7件，巴彦淖尔6件，包头、锡林郭

勒盟、乌兰察布各4件，兴安盟2件。
按污染类型分（部分案件涉及多

类污染），涉及生态破坏50件，大气污
染 21件，水污染 13件，土壤污染 11
件，噪声污染6件，其他污染8件。

以上案件，均转有关盟市和自治
区相关部门办理。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
交办第三十一批83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开门稳 开门红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康丽娜

“开门稳”，“开门红”！
在自治区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

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一组数据令人振奋：一季度全区生
产总值5078.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8%。

“稳”得精彩，“红”得漂亮。一张
“经济答卷”，是反映我区经济活力的
“晴雨表”，也是广大干部践行使命的
“磨刀石”。全区经济发展的“高光时
刻”，辉映着干部群众劲头十足的奋斗

姿态，激荡着干部群众笃行实干的磅礴
力量。

探寻奋斗历程，必有生生不息的力
量源泉。

“面向未来，我们既要有蓝图和梦
想，更要有斗志和干劲。只要全区上下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抓实干、埋
头苦干，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内
蒙古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自治区第十
一次党代会报告字字有力。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要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更加
信心满怀、奋发有为地做好明年经济工

作，用新的实践、新的业绩书写好内蒙古
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二次全
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发出新号召。

“要强化政治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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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全面打响优化营
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整体攻坚战。

“项目是抓出来的，项目建设的好

势头是干出来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切实强化责任落实、作风保障和战略谋
划，确保项目建设有力有效有序推进。”
自治区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动员大会吹响冲锋号。

锚定目标，高位推动。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相继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密
集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
稳增长政策措施。各级各部门以责任
到位保障工作到位，拧紧责任链条，加
强调度督导，做好服务保障。

“我们将肩扛责任、系统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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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4版

干 部 劲 头 足 了
——内蒙古一季度经济形势透视之三

一季度，内蒙古经济取得亮眼成绩
单：投资和财政收入增速居全国首位；
GDP增长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收获妥妥的“开门稳”“开门红”。这份给
力提气、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弥足珍贵，凝聚着全区各级干部以“起
步就是冲刺，开局就要争先”抓经济工
作的精气神。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精准施

策，全区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稳定宏观经
济的重大政治责任，对照分工方案和政策
清单逐条逐项落实。各级干部不等不靠
不拖，争分夺秒快干、勤勤恳恳真干、一丝
不苟实干。他们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用
心用力抓生产、抓投资、抓项目、抓工业、
抓营商环境……撸起袖子促发展，铆足干
劲创佳绩。正是因为有全区各级干部因
势而谋、排难而进、聚力而行的工作态势，
真抓实干、紧抓快干、埋头苦干的干事劲

头，才实现了一季度的良好开局。
气可鼓而不可泄，劲可提而不可

松。取得“开门稳”“开门红”，更要全力
以赴把“开门稳”“开门红”变成“全年稳”

“全年红”。全区上下要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再鼓干劲、再加马力，按照既定时
间表、任务书、路线图，发扬过去工作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把部署的精准度不断
提起来、把政策的时度效不断强起来、把
干事的精气神不断鼓起来、把落实的严

实性继续硬起来，统筹处理好稳和进、立
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找
差距、补短板、培优势、增动能，让“稳”的
态势继续保持，让“进”的力度继续加
大。要把稳的主基调摆在当头、放在首
要、贯穿始终，保稳促进政策靠前发力、
适时加力，疫情防控工作常态长效、提
质提效，坚决守牢生态环保底线、不打
折扣，紧抓项目建设，初级产品供给全
力保稳、稳中促进， ■下转第4版

铆 足 干 劲 定 能 创 出 佳 绩
——三论全力以赴把“开门稳”“开门红”变成“全年稳”“全年红”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4月 25日电 4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克龙，祝贺他
当选连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过去五年来，在我们共
同引领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
高水平发展，双方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

合作，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为中欧关系发
展注入新动力， ■下转第4版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克龙当选连任法国总统

新华社北京 4月 25日电 4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青蒿素问世50周
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蒿素是中国首先发

现并成功提取的特效抗疟药，问世50年

来，帮助中国完全消除了疟疾，同时中国
通过提供药物、技术援助、援建抗疟中心、
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 ■下转第4版

习近平向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论坛致贺信

4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这是习近平在立德楼观摩思
政课智慧教室现场教学并参与讨论。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4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这是习近平同师生代表座谈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