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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包头
一直以来以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
富市，是能源消耗大户、碳排放大户，且
不说固碳，就是把耗能和碳排放降下
来，对企业、对行业、对城市都是一个巨
大考验，重大挑战。

包头迎战！现在的包头正在紧紧
围绕“风光核氢”等所有与减碳脱碳零
碳相关的广泛应用场景，谋产业、抓项
目，定政策、引技术。

包头坚定地发出建设绿色低碳城
市动员令：到2023年碳排放增长趋势
减缓，到2025年成为我国北方、西部地
区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城市，到 2026
年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2027年实现全
领域碳达峰。

站位“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
者”，包头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市上
下以最大的热情拥抱、以最大的激情投
入、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力度行动，
以一步紧似一步的节奏，全面、系统、深
入、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努力
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大力发展现代能

源产业，全面发展现代能源经济。
包头风光能源资源丰富，风能可开发

储量3700万千瓦，太阳能可开发光伏储
量2800万千瓦。在依托风光等“绿电”发
展“绿氢”等二次能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包头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不论是
原材料供应还是最终产品生产，都拥有相
对完整产业链条的比较优势。

立足优势 做好能源经济文章

包头按照“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
章做好”的指示要求，正全力推进现代
能源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

包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深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
市的实施方案》，相关部门围绕重点领域
初步形成了10个《三年行动计划》，努力

把包头打造成为能源生产变革的领军者、
能源消费变革的先行者、绿色生产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践行者。

包头起步虽晚，行动却快，全市一
盘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一
刻不耽误地向着节能减排低碳目标奋
力转向。

包头“十四五”规划提出，突出建设
“四基地两中心一高地一体系”。其中“四
基地”就包括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能源产
业基地，力争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6%，
可再生能源占全社会电力消费总量35%
以上，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以“碳达峰碳中和宏伟目标下的能
源革命”为主题的第一届现代能源产业
发展大会在包头举行，30个协议总投资
683亿元的现代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

的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来自全国能源
领域的院士专家，研究机构和新能源龙
头企业负责人齐聚包头，共商现代能源
发展大计。

印发《包头市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实施方案》和
10个专项行动计划。紧接着，《包头市
深入推进产业和能源低碳化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年）》《包头市传统产
业 高 端 化 行 动 方 案（2021- 2023
年）》……一个个“逐绿”政策的“细化
版”纷至沓来。

包头云上、线下同步举行2021年秋
季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此
次大会集中签约的45个项目涉及14个
产业领域，主要为绿色低碳领域。

多措并举 抓出节能减排实效

包头再次提出，要以降碳为重点战
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
碳达峰碳中和先锋城市、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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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张建芳

长春多家旅行社联合推出“阿尔山避暑节”旅游
产品；沈阳旅行社联盟推出“夕阳红”系列产品；黑龙
江省中青旅打造“兴安网红嘉年华”活动……随着暑
期的到来，兴安盟旅游市场也开启“高温”模式，在多
地跨省游的恢复和各项优惠政策的加持下，兴安盟旅
游市场迅速升温，日渐热闹起来。

继端午小长假兴安盟旅游业迎来强势复苏之后，
该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有力地带动了旅游产业迅速升温。今年上半年，兴安
盟共接待国内游客 387.4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3.26亿元；全盟6月份单月国内游客达109.14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6.34亿元，占上半年比重约3成。

政策加持“惠聚”大美兴安

“这里，真的很清凉，空气中到处都充满了花草树
木的清香，这里的火山遗迹更是壮观，不虚此行！”来
自哈尔滨的游客吴先生在游览阿尔山景区时兴奋地
说。连日来，随着兴安盟、阿尔山市和阿尔山景区三
级旅游团队奖补政策的陆续出台，阿尔山游客咨询量
急剧暴增，迎来游客潮，众多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
等地和区内的游客对这里的青山绿水格外喜爱。

自6月1日兴安盟举办“惠”聚兴安盟·“唱”游阿
尔山系列活动以来，在景区景点门票半价、星级酒店
住宿8.8折等优惠政策的推动下，兴安人游兴安、内蒙
古人游兴安、全国人游兴安日益火爆，助力了旅游市
场复苏发展。活动期间，还通过“云闪付”平台发放景
区门票、星级酒店、等级民宿、文创用品商店等类别旅
游消费券，安排专项资金100万元。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兴安盟旅游业尤其是阿
尔山旅游市场回暖态势明显，阿尔山——柴河景区旅客
人数由5月份的日均18人增加至当前单日1000余人。

项目建设“激活”一池春水

在突泉县宝石镇宝城村的“辽金主题文化田园综
合体”项目施工现场，铲车、挖机、汽车的轰鸣声交相
辉映，建筑工人们穿梭在工地上，忙碌不停。

宝城村“辽金主题文化田园综合体”项目是突泉
县充分挖掘辽风金韵、地域特色的重点旅游项目之
一，项目总投资2.6亿元，按照国家5A级景区规划设
计，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
于打造多位一体的“辽金主题”文化田园体验目的
地。项目建成后，将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农家乐、
主题民宿等“旅游+”产业，实现生态与农业、农村、农
民效益的统一，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品牌。

年初以来，兴安盟与景域驴妈妈集团、大地风景、北
京太伟、黑龙江草根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密切对接，谋划
实施了突泉宝城村辽金主题文化田园综合体、扎赉特旗
巴彦塔拉·秘境河谷生态文化旅游区、乌兰浩特湿地风光
景区等40个旅游重点项目，总投资达到50.96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24.34亿元，同比增长360.9%。截至目前，全盟开复工项目共34个，开复
工率达85%。

文旅活动“搅热”旅游市场

初夏时节，在绿草如茵、美不胜收的乌兰毛都大草原上，2022·乌兰毛都草原
牧民那达慕开幕式暨金马鞍风景区开园仪式举行，“兴安人游兴安”活动同步启
动。科右前旗委副书记、旗长王立东表示：“在黑龙江中青旅的整体运营、景域驴
妈妈野奢帐篷营地的打造、众缘集团的协助宣传下，金马鞍景区将会发挥出巨大
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带动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农牧区繁荣。”

在洮儿河畔，音乐、沙滩、篝火、烟花……一幅绚丽的夏日缤纷画卷在乌兰浩
特市神骏湾生态体验区徐徐展开。随着2022·神骏湾沙滩狂欢节的举办，清凉的
夏日之旅开启。6月份，累计1.8万人次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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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雅静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中，内蒙古自治区共有5人上榜，呼和
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
李少莉光荣入选。17个春夏秋冬，李
少莉在她的岗位上辛勤耕耘，用行动树
立基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
样，成为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系统公认
的形象大使。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人
民满意公务员、自治区劳动模范、自治
区道德模范……她把每一项荣誉都当
作一种动力，只为让群众满意。

一项按照规定在60日内完成的验
证核定工作，仅用了2天就办理完成，而
且无一差错，如此拼命只因为这是群众
所急。2019年除夕前夕，内蒙古医科大
学急需在春节前办理完毕一批母婴保健

个人合格证验证事宜，否则会影响节日
后的正常运转。李少莉得知后，立即带
领科室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赶在春节长
假前完成了这一工作。工作量之大，运
行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事实上，李少
莉每天的工作状态都大抵如此。

多年来，她把每一件审批事项都做
到合规精准，自 2005年从事行政审批
工作以来，她所经手办理的20多万件
行政审批事项办结率达到 99%以上，
未发生一起上访投诉，群众满意度达
100%，把政务服务机构办成了优化当
地营商环境的亮丽窗口。

李少莉认为，创新服务工作模式，
把各项行政服务做精做细，才能切实把
为人民服务理念落实到位。

由李少莉牵头相关委办局推出的
“自然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
审批服务模式， ■下转第2版

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李少莉：

用实干擦亮服务群众窗口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新疆考察调研
时就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更好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指明
方向。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
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党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

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
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
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
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实
践充分证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好
的、管用的。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
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
本。各民族团结和谐，则国家兴旺、社会
安定、人民幸福。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
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
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
开，要格外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56
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保持定力、脚踏实
地，同心协力、踔厉奋发，在党的领导下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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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学先进 勇担当

本报7月 16日讯 （记者 冯雪
玉）7月15日，自治区文旅厅召开“感悟
中华文化·畅游祖国北疆”视频会，宣布
从7月至12月我区依次开展万里茶道、
大草原、大黄河、大兴安、大沙漠、大冰雪
六大文化旅游系列主题活动。

据悉，本次系列主题活动是自治区
文旅厅今年的一项重大举措。7月 22
日，将在乌兰察布市举办“感悟中华文
化·畅游祖国北疆”之“万里茶道主题系
列活动”，主要围绕“万里茶道”主题，举
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工作
会议等系列活动；“大草原主题系列活
动”定于7月29日在草原最美的季节举
行，主会场设在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
市，届时将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第32届旅

游那达慕系列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举办
旅游发展大会；8月“大黄河主题系列活
动”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呼和浩特市和
鄂尔多斯市，分别举办老牛湾黄河大峡
谷旅游区夏季嘉年华、第二届鄂尔多斯
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节等；9月举办

“大兴安主题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
大兴安岭的民俗风情；10月开启“大沙漠
主题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阿拉善盟，主
要活动有阿拉善英雄会、巴丹吉林沙漠文
化节等；11月举办“大冰雪主题系列活
动”，主会场设在呼伦贝尔市，主要开展自
治区第十九届冰雪那达慕等活动，各盟市
作为分会场，同步举办第十五届达里诺尔
冬捕旅游节、第十一届银冬驼文化节、第
十六届阿尔山冰雪节等。

六 大 文 化 旅 游 主 题 活 动 带 你 畅 玩 内 蒙 古
本报7月 16日讯 （记者 白莲）

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鄂尔多斯市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获
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标志着内蒙古着力
推进“三区三中心三室”创新高地建设又
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规划范围为鄂尔多斯
市全域，覆盖2区、7旗，总面积8.68万平
方公里。示范区建设以“荒漠化防治与
绿色发展”为主题，通过实施强化荒漠化
防治提质增效、水资源高效利用创新、现
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速、农牧业和
乡村旅游发展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建设促进等“五大行动”，着力破解生态
建设产业化程度低、资源型产业链条短

两大瓶颈问题，建成“生态安澜、健康宜
居的秀美草原明珠”“多能协同、绿色清
洁的现代能源之都”“城乡融合、富民惠
民的和谐幸福家园”“文旅融合、开放包
容的草原文化胜地”，全力打造荒漠化防
治的全球样板区、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引
领区、草原文旅融合发展先行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
我国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务实举措，通过示范区的建设，形成一批
可复制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现实样板，对
外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对内为同
类地区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截至目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
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共
11家。

鄂尔多斯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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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杨明方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披着朝霞出门、踏着星辰返程，为的
是多看一看新疆的发展变化，多听一听
新疆干部群众的心声，深入调研新时代
治疆方略的贯彻落实。

7月12日－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疆考察调研。

雄踞祖国西北，占陆地国土面积约
六分之一的广袤疆域，古往今来在中国
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

“说起来和新疆的联系，在浙江工作
期间，我曾就浙江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建
设、推进浙江和新疆两省区经济合作同
新疆的同志多次交流和探讨。2003年8
月，我带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在新疆考
察了8天，那次走的地方比较多。”

“到中央工作后，我也一直关心新疆
的建设和发展，2009年、2014年先后两
次来新疆考察调研。”

“石榴籽”的比喻，正是在2014年考
察期间听一位维吾尔族乡亲说起的。这
句源自生活的质朴感言，触动了总书记
的心弦。

8年时间过去了，一个细节令人感

慨。此次考察，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师生、
对村民、对社区居民们讲起“我们要像石
榴籽一样”，话音未落，现场千百个声音
不约而同地响亮回答：“紧紧抱在一起。”

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次次举旗定
向，为新疆发展领航。2014 年、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今年 4
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
究部署新疆工作。

“党中央关于新疆各项工作的要求
是十分明确的，关键是要完整准确理解、
坚持不懈推动、不折不扣落实。我多次
讲，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首先
要看清新疆发展大势，看清做好新疆工
作在全党全国大局中的影响，看清新疆
工作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地
位。”

“经过各方面艰苦努力，现在新疆大
局稳定，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
惜。”总书记语重心长，“看到天山南北一
派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我感到
由衷的高兴。”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新疆考察的第一站，是有着光荣革
命传统和鲜明办学特色的新疆大学。

大学校史馆，留存了塑造未来的一
段段珍贵史料。《觉醒年代》里的俞秀松
曾在这里担任校长，“团结、紧张、质朴、
活泼”的校训来源于延安抗大校训。校
史馆也正是王震将军带领年轻的战士们
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总书记站在校歌的陈列板前，逐字
端详。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努力莫迟
延……”国与家的休戚与共，在学校初创
时就镌刻于血脉。

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提出“牢
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

青葱校园里，总书记走进位于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基地”。

师生们正在讨论，热烈分享着外出
调研的经历：

哈密刺绣从零散的小作坊办起了合
作社；克拉玛依那些在草原上和牛羊打
交道的牧民，也走进了现代企业……习
近平总书记听得仔细。

“每年的调研实践，形成什么样的成
果？”总书记亲切询问大家。

“万方乐奏有于阗。”师生们纷纷回

答。牧场的毡房、乡村的晾房、城镇拔地
而起的楼房，思想观念、文化理念、生产
生活方式，共同向现代化迈进。再偏远
的山村，也在感知祖国变化的脉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所
以我特别用了‘石榴籽’来形容。”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
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迎着师
生们的目光，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

“通过调研我们要建立一种自信。
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好的、管用的，
都是压不倒的。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
定是无往而不胜的，一定是有着光明未
来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珍惜现在这样的
一种大好形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育人的根本
在于立德。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翻看一本本教
材、一篇篇史学著作，语重心长：

“必须强调，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
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文明是新疆
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讲清楚这些，不
是个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事关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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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关心新疆的建设发展”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