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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8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岸田文雄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表示，得知岸田首相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诚挚问候，望你早日康复。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愿

同你一道，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岸田文雄表示慰问。

习近平致电慰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慰问电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刘晓冬）
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
会“中国这十年∙内蒙古”主题新闻发布会
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
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回答有关提问。

孙绍骋在作主题发布时说，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古各族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2次到内蒙古考
察，连续5年参加全国人代会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叮嘱我们积极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

要桥头堡，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
大动力。十年来，全区上下守望相助、
感恩奋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从刚刚过万亿元
门槛到去年底跨过了2万亿元大关，人
均GDP从 4.2 万元增加到 8.5万元、居
全国第十位，保持了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孙绍骋用生动事例和详实数据，从七
个方面介绍了十年来内蒙古发生的巨大变
化。一是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日益牢固。二是
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国家重要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尽显担当。三是种好“塞外
粮”、丰盛“中国碗”，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声名远扬。四是服务双循环、联通
内与外，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活力彰
显。五是守好“北大门”、建好“护城河”，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更加稳固。六是由衷
感党恩、坚决听党话，“模范自治区”的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七是抓从严治党、促自我
革命，政治生态加快净化修复。

孙绍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
内蒙古各项事业之所以不断发展进步、取
得丰硕成果，最根本的就在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全力建设好“两
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书写好

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把祖国
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发布会上，媒体记者围绕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大干快上”推进新能源
建设、推动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五个大起底”行
动、推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
质高效转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等问题踊跃提问，孙绍骋、
王莉霞逐一作答。

自治区党委新闻发言人、自治区党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宏范主持发布会。中
央和自治区级21家媒体的50余名记者参
加发布会。

中 国 共 产 党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委 员 会
“中国这十年∙内蒙古”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孙绍骋作主题发布并答记者问 王莉霞回答有关提问

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这十年∙内蒙古”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8月22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内蒙
古”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和
取得的显著成绩。一组组详实数据、一件
件生动事例，见证了北疆大地的日新月异
和澎湃活力，见证了内蒙古各族儿女的勠
力同心和辛勤付出。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
的见证者。内蒙古十年来发展的每一步，
都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深切关

怀、殷切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古各族人民，先后
2次到内蒙古考察，连续5年参加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叮嘱内蒙古
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殷

嘱托，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十年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内蒙古厚植“北疆绿”、增色

“中国蓝”，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日
益牢固；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尽显担当；种好“塞
外粮”、丰盛“中国碗”，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声名远扬；服务双循环、联通内与
外，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活力彰显；守

好“北大门”、建好“护城河”，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更加稳固；由衷感党恩、坚决听党
话，“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抓
从严治党、促自我革命，政治生态加快净化
修复……十年攀登、十年笃行，开拓进取、
感恩奋进的内蒙古，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
展历程，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沉甸甸
的答卷。

草原上的人们常说，坐在树下乘凉的
时候，要感恩种树的人。 ■下转第2版

接续奋斗新时代 担当实干谱新篇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
证明事项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
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全文如下。

村级组织包括村党组织、村民自治
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组织和
其他村级经济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
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减轻基层负担的决策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推动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
规范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事务、设立的工
作机制、加挂的牌子、出具的证明事项，现
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增强村党组织领
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整体效能为主线，以为
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松绑减负为目标，以推
动党政机构、群团组织（以下简称党政群
机构）工作思路和作风务实转变为保障，
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加强源头治
理和制度建设，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基
本实现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事务权责明
晰、设立的工作机制精简高效、加挂的牌
子简约明了、出具的证明依规便民，进一
步把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
缚中解脱出来，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
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
组织保证。

二、主要任务

（一）减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负担
1.明确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根据《中

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党内法规、
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章程的规定，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包括宣传贯彻执行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
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加强村党组织
及其领导的村级组织自身建设，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实行

村民自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维护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开展村级社会治理，提
供村级综合服务等。县级党委和政府依法依规明确党政群机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方面的职责范围和履职方式，依法依规明确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协助或者委
托村级组织开展工作事务的制度依据、职责范围、运行流程。未经县级党委和政府
统一部署，党政群机构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村级组织承担。不得将村级组织作
为行政执法、拆迁拆违、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事务的责任主体。

2.创新村级组织工作方式。建立健全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分流机制，分类办理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村级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事项，以及村民群众个人事项。探索以
清单等方式规范公共服务事项，强化村级组织兜底服务、综合服务能力。对交由村级
组织代办的公共服务事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对村民群众确有需
要，但村级组织难以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事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协调解决。
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指导性目录，在征求村级组织意见基础上，由县乡级政府依法购买服务。深化全
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分级应用，探索以县（市、区、旗）为单位推进村级
数据资源建设，逐步实现村级组织工作数据综合采集、多方利用。

3.完善村级组织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让村民群众满意为导向
的村级组织考核评价机制，坚决杜绝简单以设机制挂牌子安排村级组织任务、以填
报表格或者提供材料调度村级组织工作、以“是否留痕”印证村级组织实绩等问题。
县级党委和政府应整合各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填报的各类表格，每年年初统一
交由乡镇安排村级组织按规定频次填报。未经县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党政群机
构不得要求村级组织填报表格、提供材料。以县（市、区、旗）为单位，清理整合面向
村级组织的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不得简单以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者录制视频等
作为评价村级组织是否落实工作的依据。

（二）精简村级工作机制和牌子
4. 从严控制党政群机构设立村级工作机制（含各类分支机构和中心、站、所

等）。除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未经省级党委和政府同
意，党政群机构不得新设村级工作机制，不得要求专人专岗。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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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22日，中
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
员会“中国这十年·内蒙古”
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
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孙绍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王莉霞出席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自
治区党委新闻发言人、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宏范主持。

郑宏范：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欢迎出席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召开“中国这十年·内蒙古”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孙绍骋先生，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女士出席，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面，首先请孙绍骋书记作主题发布。
孙绍骋：各位记者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

高兴在这里同大家见面。首先，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各
媒体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古各
族人民，先后2次到内蒙古考察，连续5年参加全国人代会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叮嘱我们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
头堡。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十年来，全区上下

守望相助、感恩奋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区地
区生产总值从刚刚过万亿元门槛到去年底跨过了2万亿元大
关，人均GDP从4.2万元增加到8.5万元、居全国第十位，保持
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一是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日益牢固。内蒙古有两道长城，一道是古人给我们留下
的万里长城，另一道是我们正在打造的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
城。内蒙古横跨“三北”，有草原13亿多亩、占全国的22%，森林
近4亿亩、占全国的12%，湿地5700多万亩、占全国的16%，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均占全国的近1/4。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
境，是内蒙古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内蒙古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十年来，我们坚持不懈保生态、治污染、促转型，让广袤草原
“带薪休假”，在兴安林海“挂斧停锯”，对重点沙漠“锁边治理”，累
计营造林1.22亿亩、种草2.86亿亩，年均防沙治沙1200万亩以
上，规模均居全国第一，全区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分别由
40.3%和20.8%提高到45%和23%，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
减少，沙尘暴天数由每年4.9天减少到0.6天。

今天的内蒙古，不仅给我国北方地区披上了风沙的“防护
服”，还为全国人民打造了超级“碳库”和纯净“氧吧”，京津“风沙
源”变成了首都“后花园”。

二是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尽显担当。内蒙古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过去鄂尔多斯
羊绒衫温暖了全世界，现在鄂尔多斯的能源温暖了大半个中

国，当然不止是鄂尔多斯，内蒙古还有不少地方“煤从空中走，
电送全中国”；而且不止是盛产煤电，内蒙古因为“风”“光”无
限好到处都是绿能涌动。

十年来，我们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电力总装机达到
1.56亿千瓦，外送电能力达到7000万千瓦，外送电量连续17
年领跑全国，累计生产煤炭98.9亿吨、外运59.3亿吨，发电4.9
万亿千瓦时、外送1.8万亿千瓦时，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煤电、煤
化工基地。新能源装机达到5600万千瓦、占电力装机比重超
过1/3，新能源发电量达到1191亿千瓦时、居全国首位。稀土
就地转化率提高到75%以上，包头稀土钢轨为全国近四成的高
铁铺上了优质“跑道”。

这两年，全国煤电供应紧张，内蒙古坚决扛起能源保供的重大
责任，仅鄂尔多斯一个市就完成了国家交付的18个省煤炭保供任
务，即使煤价高企发电赔本我们也全力保大局，宁可在自家多建

“锅炉房”也要为国家贡献更多清洁能源，这就是内蒙古的担当！
三是种好“塞外粮”、丰盛“中国碗”，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声名远扬。当“舌尖上的中国”还没有风靡开来的时候，内蒙
古大草原的味道就已经香飘万里。内蒙古是全国5个耕地保有
量过亿亩的省区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优质畜牧区、黄金奶源带。

十年来，我们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打造形成奶业、玉米2
个千亿级和肉羊、肉牛、马铃薯、葵花籽等10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产粮上，内蒙古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700亿斤、排全国
第六位，每年有一半以上的粮食调往区外、供应全国。养畜上，

草食牲畜存栏突破7000
万头只，羊肉、牛肉、牛奶、
羊绒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
1/5、1/10、1/5、1/2，伊利
和蒙牛双双挺进全球乳业

十强，分别位居第五位和第七位。
现在，内蒙古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粮仓”“肉库”“奶罐”“绒

都”，“名特优新”农畜产品总数位居全国第一，“蒙字号”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受到广泛好评。

四是服务双循环、联通内与外，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活力彰显。不少人一想到内蒙古，就觉得很遥远、很闭塞，我
想告诉大家的是，内蒙古地处边疆但并不边远、更不封闭。讲
不边远，是说内蒙古本来就是京畿近地、临近国内中心市场，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讲不封闭，是说内蒙古自古
就有开放的基因，历史上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
的重要枢纽和通道，今天更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国
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

十年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加强区域协作，积极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区铁路运营里程从9400多公里增加到
近1.5万公里、居全国第一，新增公路里程4.9万公里、与周边八省
区的高等级公路全面打通，民用机场由15个增加到43个，呼包鄂
乌和赤峰、通辽等地已经融入首都2.5小时“通勤圈”。累计引进国
内（区外）资金到位2.9万亿元，占全区投资的比重由26.8%提高到
43.5%。对外开放口岸由12个增至20个，过境中欧班列由2013
年的3列增加到去年的6100多列，始发中欧班列由2016年的30
多列增加到去年的300多列，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
班列均累计突破万列大关，边境陆路口岸货运总量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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