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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两
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关
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全
面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
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
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方
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近年来，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尼关系蓬勃发
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互信
日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
轮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面展现担
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国联合自
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明，发展好
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
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
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现2045年建国
百年目标积极打拼。我愿同你一道，继续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中印尼关系
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
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
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两
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期待。很高兴
双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方
向。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略
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济、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双方要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结出更多
硕果。力争如期高质量建成雅万高铁，实
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
等重大合作项目。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
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密切公共卫
生合作，愿继续扩大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
优质农副产品。中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
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扩大发展

融资合作，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
培育新增长点。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共济，
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为推进全
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亚洲力量。中
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巴厘岛峰会，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
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中方也将全
力支持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愿
同东盟加强团结协作，聚焦“五大家园”建
设，不断释放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动能。中方欢迎印尼继续积极参与“金
砖+”合作，赞赏印尼支持和重视全球发
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印尼就此加

强沟通合作。
佐科表示，我谨预祝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未来将取
得更大成就。印尼和中国是全面战略伙
伴，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
彼此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不仅给两国人民
带来福祉，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盛夏，持续呈现的消费新地标不断刺激着
钢城市民的消费热情。青山区正翔夜经济特
色街区开市，稀土高新区稀土路汽车文化街开
街、汽车展开展，东达山度假村旅游项目启动，
石拐乡村音乐节在青山村启幕——

当疫情让很多城市“静悄悄”之时，钢城
“夜经济”却加快升温。一个个夜间消费新地
标华灯璀璨，游人如织，燃旺了城市烟火气，让
城市成为“不夜城”。

在青山区正翔夜经济特色街区，各种美食
诱惑下，市民排成长队。魔幻的灯光秀、风雅
的汉服表演、高大的机甲战士、激情的流行音
乐演奏、丰富的商品，让市民目不暇接。

“吃小吃，看表演，又能买买买，还能和家
人、朋友联系感情，特别好！”

“这么热闹的街区，感觉商业又恢复了往
日生机，提振了大家的信心。”

不仅市民认可，商铺也欢迎。舞蹈爱好者
李卓函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了一家冷饮小店，不
到晚上11点，货品就销售一空。她说：“今天
卖了100多份，明天我要多准备点。”

街区有 150 个摊位、5000 平方米的面
积。青山区商务局二级主任科员狄瑞华介绍，
街区依托现有影城、酒吧、写字楼、电影院和酒
店等消费场所，以“青山印象”为主题，构建“夜
食”“夜购”“夜游”“夜娱”“夜宿”5个不同功能
的场景，融合成繁荣的夜间消费体验业态。每
周五、六、日，还有形式多样的节目表演，让游
客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将夜市与文化紧密融合，让正翔街区特点
凸显。立足实际，优化规划设计，注重文化引
领，突出地域特色，正是包头市推出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加快推动特色街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我们要通过特色街区建设，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在
产业中的比重，释放消费潜力。”包头市市长张锐介绍，作为
重工业城市，包头市服务业是短板，发展不充分，而近300万
人口的城市体量有着丰富的需求。尤其是疫情下，人们的消

费方式发生着变化，临时游、就地游、就地消费
增加。

怎样既吸引客流又提升城市品质？各城
区距离较远，每个城区都有一个商圈，要把新
业态植入进来，提升传统街区水平；烧烤市场
有需求，有规模，但比较散乱，要把消费、休闲、
旅游和文化的元素体现进去——

在全市的规划引领和政策激励下，依托
昆区包百步行街、青山区正翔国际商业街、九
原区横竖街、东河区乔家金街和高新区稀土
路汽车一条街等特色街区，各地加快打造商
业聚集街区、商业综合街区、商旅特色街区、
西北文化街区和汽车文化街区等品牌，食住
行、游购娱一体的多元化多层次24小时消费
业态逐渐形成。

在昆都仑区，夜幕下的包百商圈灯火璀
璨，人潮涌动，时尚新颖的“潮盒街区”成为新
的“夜生活网红打卡地”。

看到同学发的朋友圈，高考生刘炜特来
“打卡”，“包百步行街现在大变样了，很新潮，
还有裸眼3D大屏，特别有一、二线大城市的
感觉。”

中资华冠副总裁、潮盒街区负责人李志军
介绍，1万平方米的潮盒街区已入驻商户200
多家。从6月 18日试营业至今，日客流量平
均达3万多人次，营业额超过400万元。

南有宽窄巷，北有横竖街。以现代文化与
传统建筑艺术相碰撞为特色的九原区横竖街，
凸显本土特色文化，融合美食、艺术、光影、休
闲等多种业态。眼下，“燕京啤酒美食广场活
动”正在此举办，清爽的啤酒、诱人的美食、躁
动的音乐让褪去高温的夏夜变得热闹非凡。

在东河区，以追寻晋商文化和西口文化博大渊源为特色
的乔家金街，常态化举办节庆论坛和文化艺术活动，剧院、艺
术馆、收藏馆、非遗文创、城市礼物、精品民宿、时尚餐饮等新
兴业态，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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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26日讯 （记者 宋爽
安寅东）7月 18日至 22日，全国政协
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围绕“碳达峰碳中
和形势下内蒙古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开展专题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杨伟民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讲
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那顺孟和，全国政协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全国政协常
委杨明生、斯泽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委员宋鑫、屠光绍等参加调研并出
席座谈会。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
领主持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座谈会。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黄志强，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为全国

政协课题组成员颁发了自治区发展规
划专家委员会专家聘书。自治区政协
副主席马学军全程参加调研并主持在
鄂尔多斯市召开的座谈会。

据悉，这是全国政协第三次在我
区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形势下内蒙古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专题调研。调研
组认为，做好“双碳”工作，对内蒙古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意义重大。能
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要坚
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坚定不移、科
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在抓好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加快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大力发展绿色新能
源产业。要科学考核，完善能耗“双
控”制度，把“双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有效推
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开展专题调研
杨伟民讲话 李秀领主持座谈会

7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本报7月 26日讯 （记者 陈春
艳）7月26日下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
成人员6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60人，
符合法定人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林
少春主持会议，副主任李荣禧、张院
忠、段志强、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及
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
张韶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
宗仁列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
厅长张磊作的关于 2021 年自治区
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牛俊雁作的关于 2021 年自治区本

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的报
告，自治区审计厅厅长霍照良作的
关于 2021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自治区民政厅厅长姜宏作的关
于基层治理中网格化建设和网格员
管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书面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
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2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委员，部分自治区人大代表，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盟工作委
员会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自治旗人
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察委员
会、人民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冯雪玉）
记者从7月26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新闻发布会获悉，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将于7月30日至8月31日在
呼和浩特举办。

本届草原文化节以“文耀北疆 铸魂
圆梦”为主题，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
代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
旨，打造主题突出、精品丰富、群众认可、
交流互鉴、文化共享的盛会。本届草原文
化节共设置了6大板块、25项活动。

7月30日晚在内蒙古体育馆举行的开

幕式将以“内蒙古经典歌曲演唱会”的形式
呈现，20多位区内外歌唱家共同演绎内蒙古
的经典歌曲，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促进交流互鉴，推动文化共享是本届
草原文化节的主要特点之一，25项活动中
有8项是区外演出交流活动。北京音协合
唱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杂技团等知名
院团将为大家奉上交响合唱史诗《领航·百
年辉煌》《东方红》、交响音画《千里江山》、中
外名家经典音乐会、红色经典歌剧《小二黑
结婚》、舞剧《孔子》、杂技剧《青春ing》、魔
术剧《我是谁》等精彩节目；邀请了冯玉萍、
李树建、谢涛、吴凤花、杨俊等近20位戏曲
名家，汇集京剧、昆曲、黄梅戏、晋剧等10余

个剧种，献上一场名家齐聚的戏曲文化视听
盛宴。同时，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辽
宁省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院共同举办红山·
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通过形式新颖的文化
展览，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这些活动不
仅营造了浓郁的中华文化艺术氛围，共享中
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更树立和突出了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本届草原文化节还将进行自治区优
秀剧目展演，包括舞剧《骑兵》、杂技剧《我
们的美好生活》、晋剧《武汉鼎》、音乐剧《盛
乐时代》等。本届草原文化节以自治区第
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颁
奖仪式作为闭幕式。

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于7月30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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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张晓艳 马利军

“科技兴蒙”项目资金 5000万元，
“揭榜挂帅”项目资金4522万元，科技重
大专项资金4000万元，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3296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
1645万元，科技成果转化资金1475万
元，科技人才与合作资金1190万元……
连日来，鄂尔多斯提速下达一笔笔“真金
白银”，为企业科技创新普降“及时雨”。

2022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下达惠
企科技专项资金21128万元，共资助、奖
补项目262项，惠及科技创新主体146
家，其中企业单位 108家，非企业单位
38家。

依据“科技新政30条”，鄂尔多斯市
发布了企业科技创新税惠政策、企业创
新能力提升政策、企业研发平台提质政

策、企业研发活动支持政策、企业科技人
才引育政策、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政策等
一揽子科技惠企政策，推进科技惠企政
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以政策有“爱”助
力创新无“碍”。

行动，标注着新时代的方位；成果，
刻录着新征程的步履。

国务院、自治区出台了稳经济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科技兴蒙”行动全面落地，
鄂尔多斯的“回响”铿锵有力。

从开足马力生产的零碳产业园到“头
脑风暴”转化为科研成果的碳中和研究
院，从将科创作为第一动力的专精特新企
业到人才汇聚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鄂尔多斯，人才引育和科技创新已
然成为“拉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
要摆脱以资源“解题”的方
式，另辟蹊径解答好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代“考题”，以漂

亮的“卷面”和优秀的“分数”展现新势
力、释放新实力，科技的赋能和人才的助
力，为鄂尔多斯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经过科学“洗牌”，鄂尔多斯构建多元
化产业格局。2022年，鄂尔多斯以能源产
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导方向，推
进产业集群培育行动，重点打造18条产业
链。其中，“风光氢储车”产业集群等尤为
引人注目，以氢能产业为例，到2025年
底，全市将形成40万吨以上稳定可再生
氢供应，各类氢燃料电池车辆达到5000
台以上，布局90座以上各类加氢站，开展
合成氨、合成甲醇领域清洁氢替代化石能
源制氢的规模化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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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科创人才战略催生高质量发展鄂尔多斯科创人才战略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动能””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夏日的内蒙古，处处生机盎然，满
眼如诗如画。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
诲时时回荡在大草原上的每一个角
落：“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不肯染时轻著色，却将密绿
护深红。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牢记嘱托，始终把在青少年中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战略

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有形、
有感、有效”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
全区各族各界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热
爱内蒙古、建设内蒙古——我为北疆
添光彩”主题实践活动，为民族团结不
断凝聚青春力量。

分众化宣传教育，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

铸牢中国心、中华魂，构筑起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团委紧扣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决扛起做好新时代
民族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针对不同领域、
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特点，加强分类引导，
把民族团结进步的“大道理”转化为青少年
易于接受的“小故事”。去年，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下转第2版

青 春 同 心 聚 合 力 石 榴 结 籽 一 家 亲

静静的克鲁伦河静静的克鲁伦河
仲夏骄阳下仲夏骄阳下，，古老的克鲁伦河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静静流淌古老的克鲁伦河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静静流淌。。盛盛

夏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夏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一片绿意一片绿意，，蜿蜒的克鲁伦河美景吸引蜿蜒的克鲁伦河美景吸引
了四方宾客了四方宾客。。河流两岸分布着大面积的河滩河流两岸分布着大面积的河滩、、湿地与沼泽湿地与沼泽，，是呼伦贝是呼伦贝
尔大草原上优良的天然牧场尔大草原上优良的天然牧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