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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广泛接收

群众关于涉嫌养老领域非法集资行为的举报线索，切实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治理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的乱象，

内蒙古自治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开通

养老诈骗涉非法集资问题举报通道。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非法

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

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二、养老服务领域涉嫌非法集资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以提供住宿

餐饮、观光旅游、医疗保健、照顾陪护等养老服务为名，以

高额回报或享受消费优惠为诱饵，采取办理贵宾卡、会员

卡、预付卡等方式，向老年人非法吸收资金。有的养老服

务机构没有养老基地或养老实体，有的虽有养老实体但

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或超出可持续盈利水

平承诺还本付息。

（二）以投资“养老项目”名义非法集资。以投资、加

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承诺高额

回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三）以销售“养老公寓”名义非法集资。以销售虚构

的养老公寓、养老山庄等名义，或者以返本销售、售后返

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销售养老公寓、养老山庄；或者以入

住老年公寓后给予优惠打折、不入住给予高于银行利息

分红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四）以销售“老年产品”“保健产品”名义非法集资。

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

的，而是以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

费体验、赠送礼品、免费旅游、赠送实物、养生讲座等欺

骗、诱导方式，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等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五）以宣称“以房养老”名义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介

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

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房屋以获得出借资

金，再将资金购买其“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三、举报电话
各地非法集资举报奖励电话：
自治区本级：0471-4827793

呼和浩特市：0471-6965591

包头市：0472-5618927

呼伦贝尔市：0470-8217286

兴安盟：0482-8266741

通辽市：0475-8835362

赤峰市：0476-8301518

锡林郭勒盟：0479-8285858

乌兰察布市：0474-8391689

鄂尔多斯市：0477-8580984

巴彦淖尔市：0478-8705684

阿拉善盟：0483-8335400

乌海市：0473-3998915

满洲里市：0470-6264937

二连浩特市：0479-7521805

特此通告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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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内蒙古自治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涉非法集资问题举报方式的通告

征途漫漫从头越，奋楫扬帆向未来。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
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顽
强奋斗，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
澜壮阔的壮美画卷，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
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
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砥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今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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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场接力跑。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总的战略安排是
分两步走：从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将
召开的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将科学谋划未
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
务和大政方针。这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深刻认识到，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
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未来 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砥砺奋进，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
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大道至
简，实干为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要靠实干。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释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阐明的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
方针和行动纲领，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
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阔步前行。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代中
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与势在我们
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所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聚万众一心的伟力，保
持勇毅笃行的坚定，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
主动，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一定能创造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赢得更加伟大
的胜利和荣光！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记者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
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汇聚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统战工作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百年统
战的历史性贡献和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系统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统战工作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入分析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历史方位，
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任务、工作重点、政策举措。

统战系统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表示要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结合实际工作抓
好落实，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统一战
线政策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
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天津市
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志强
倍感振奋。“百年统战实践充分证明，统一
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原则。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呈现出
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最根本
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刘志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
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就加强和改进统战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研部主任左鹏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统战工作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
力、重要的理论引领力、强大的实践指导
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十二个
必须”作为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
完备的有机整体，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深
入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作
为一名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做好研究阐释
工作，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左鹏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
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
工作的根本指针。”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爱旻表示，将
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知
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统一战线
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
某些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
研部主任王小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三
个更加重要”的论断深刻精辟。越是变化
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
作开展好。“我们要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
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面对新的
形势任务，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王小鸿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
长、一级巡视员刘新友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明确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
新”，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

循。“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的基本任务，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刘新友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因团结
而生，靠团结而兴。促进中华儿女大团
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中国海
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统战部
部长徐可强深有感触。“我们依靠统一战
线这一重要法宝，一批优秀党外知识分子
在突破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核心技术
过程中不断贡献智慧。”徐可强说，我们将
继续坚持以大团结、大联合唱响“我为祖
国献石油”，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更
大贡献。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何强对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要把握
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潜绩和
显绩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团
结和斗争的关系”体会格外真切。

“作为基层统战工作者，我们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做好基层
统战工作，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为中华儿女大团结贡献力量。”何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新时代统一
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
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
工作局面。

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泉表示：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
全面领导不动摇，守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这一同心圆的圆心，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统战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统战系统的同志们表示，将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在补短板上下功
夫，在敢担当上作表率，在善作为上动脑
筋，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不断巩固和发展统
一战线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
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在统战系统中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陈国军 向志强 何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赴广西考察，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
广西代表团审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
广西“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
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
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
安宁上彰显新担当”。牢记殷殷嘱托，广西
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释放“海”的潜力 激发“江”的
活力 做足“边”的文章

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通衢东南
亚，广西区位优势独特。2017年4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广西发展
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有条件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立足
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
力，做足‘边’的文章”。

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纽带，“一带”与
“一路”在这里衔接。大能力运输通道建
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扩能优服、通道物流
提升、通道产业融合发展等四大行动，让新
通道海铁联运班列从无到有，增加到2021
年的6117列，辐射14个省份54个市，货
物通达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的319个港
口，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的便捷运输
通道。

面向东盟，广西逐步构建形成多类型、
多层级、广覆盖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刚满
10岁的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诞生全
国首张34证合一的“一照通”营业执照，开
创人民币对越南盾直接报价兑换的“试验
区模式”；中国—东盟金融城累计入驻企业
超万家，去年广西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达
635.7亿美元，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
设持续提速；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从服务中国—东盟
“10+1”向服务RCEP国家和“一带一路”
拓展⋯⋯

向海图强，北部湾经济区崛起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大工业，2021年经济区生产
总值与2012年相比增长近3倍，创造了广
西近二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超过二分之一
的财政收入和超过80%的外贸总量。

依江振兴，珠江—西江经济带强化粤
桂协作，打造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亿吨大
港，长洲水利枢纽船闸年过货量超越三峡、
成为全国天然河流过货量第一船闸。

沿边开放，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平
台释放新动能，广西对东盟国家外贸进出
口总额年均增长15.8%，边境贸易进出口
总额连续7年排名全国第一⋯⋯

“海”“江”“边”协奏，南疆边陲“战略支
点”效应日益显现。10年来，广西形成了10
个千亿级工业产业集群、6个千亿级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和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糖、
蚕茧、乘用车、工程机械等产量持续位居全
国前列；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300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
察时强调：“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保护好
广西的山山水水，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
责任。”

从漓江之源顺流而下，青峰倒影，竹影
婆娑，犹如百里画卷。

伏龙洲是漓江上的一个小岛，过去岛
上鱼餐馆众多，油污直排漓江。2015年，
桂林市开始对伏龙洲进行生态修复改造，
拆除岛上全部鱼餐馆，外迁安置岛民。如
今，这个面积近80亩的小岛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

“治乱、治水、治山、治本”，桂林市通过
关停采石场、捣毁非法采砂窝点、实施漓江
污水治理、搬迁工业企业等举措，如今漓江
流域森林覆盖率超过80%，干流水质常年
保持Ⅱ类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打
响了一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筑牢我
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

一度遭受破坏的北部湾红树林，如今
总面积恢复到9400多公顷；曾经让市民绕
着走的那考河等“臭水沟”，综合整治后变
身湿地公园；被称为“地球癌症”的石漠化，
经过治理净减面积超过五分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西实施
生态经济十大重点工程，深入推进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
发展优势。

10年间，广西加快建设科技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小的绿色工业体系，
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8个、国家级绿色工
厂 67 家；林业总产值增长近 4 倍，突破
8000亿元，跃居全国第2位；旅游总消费
突破万亿元大关，2021年国内游客接待量
和国内旅游收入增幅均超20%。

202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95.8%，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98.2%，6个设区市地表水水质
进入全国前10名，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
比例92.6%，森林覆盖率达62.55%，石漠
化治理成效、植被生态质量、生态改善程度
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继续发挥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带动作用

漫步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朵努
社区，330多栋颇具民族特色的楼房鳞次
栉比。 ■下转第4版

广西：凝心聚力加油干 八桂大地绽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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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巡
逻分队官兵攀爬“刀背山”。军人的节日
有欢乐、有休整，更有坚守和奉献。今天
是八一建军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
各自战位上，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新华社发

八一：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