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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
者家属，鼓励其继续积极致力于中英友
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
贡献。

习近平指出，1942年中国浙江省舟
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
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
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
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我对这段历史很

熟悉，2015年我访问英国时专门讲了这
个故事。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正
是得益于两国无数友好人士的辛勤付
出，中英关系才能不断前进。希望“里斯
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继续致力于中英
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1942 年 10 月，日军征用“里斯本
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

香港返回日本，途经舟山附近海域被美
军击中，843名英俘遇难，384名英俘被
当地渔民舍命救起，英军官兵和英国政
府对此深表感激。习近平主席2015年
访英期间以“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为例，
强调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
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日前，“里斯本丸”号船最后一名幸存者
莫利之女维尼致信习近平主席，感念中
方救援恩情，坚定支持英中两国人民世
代友好。

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章奎）
8月27日上午，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成立。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为公司
揭牌。

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自治区政府直属国有全资大型企业集
团，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导，按照“投融资+
实体经营”模式，推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业供给侧改革。集团将整合开发全区优
质文化旅游资源，重点打造文旅产业、投
资融资、文旅营销、合资合作、资源整合
五大平台，提高全区旅游业规模化、集约
化投资经营水平，引领带动全区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将自治区文旅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

自治区副主席包献华致辞并一起
为公司揭牌。

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王莉霞揭牌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柴思
源）8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职
业技能大赛在呼和浩特市开幕。自治
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向大赛致贺信，自治
区副主席奇巴图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
赛开幕。

孙绍骋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
大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参赛
选手和广大技能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他在贺信中说，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为
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技能、切磋技
艺的平台，对壮大全区技能人才队伍、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各位参赛选手奋勇拼搏、赛出
风格、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内蒙古技
能人才新风采。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的
发展更加需要技能人才。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
健全制度、加强培养，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激励更
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投身现代化建
设的火热实践。

本届大赛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办，以“技兴北疆，能创未来”为主
题，设立5大类50个竞赛项目，共有来
自全区各地941名优秀技能选手参赛，
是我区迄今为止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项目最多的一次全区性综合类职
业技能大赛。大赛期间，还将举办各盟
市职业技能成果交流展示、绝技绝活展
演等活动。经自治区政府批准，从2022
年起，我区将每两年举办一届全区职业
技能大赛，下一届将在包头市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孙绍骋致贺信

本 报 8 月 27 日 讯
（记者 刘晓冬）8月 26日
至 27日，孙绍骋深入库布
其沙漠考察防沙治沙工
作。

途中，孙绍骋在列车
上听取自治区防沙治沙工
作情况汇报，不时询问交
流，就如何推进科学防沙
治沙、创新治沙模式进行
深入研究探讨。

一下火车，孙绍骋就
驱车来到治沙带头人敖特
更花家，了解牧民参与治
沙的方式及收益等情况。
看到家中摆放的一个个荣
誉证书和勋章，孙绍骋对
她多年来带领群众防沙治
沙给予由衷称赞，赞扬她
为自治区争了光。

孙绍骋来到库布其七
星湖生态区、银肯塔拉沙
漠治理示范区、达拉特旗
光伏应用领跑基地、响沙
湾沙漠旅游区，察看防沙
治沙成果，了解治沙植物
生长情况及沙草产业、沙
漠新能源产业、沙漠旅游
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
古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最为集中、危害最为严
重的省区之一，加强防沙
治沙，植树种草、发展沙产
业、建设沙漠光伏基地等，
对于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具有重
要意义。治沙漠要多算生
态账，守住底线。治沙地要
多算经济账，创新治理模
式，用好生态建设项目资
金，鼓励各地采取“谁造谁
有、合造共有”和推行“以工
代赈”等方式，吸引民间资
本、社会力量和农牧民群众
参与防沙治沙，并从中长期
稳定获益，努力探索生态改
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
共赢路子，用发展来调动保
护生态的积极性。

每到一处，孙绍骋都
详细询问治沙带来的经济
收益如何，并就柠条等饲
草料、肉苁蓉等中药材的
种植和光伏产业在沙漠沙
地布局提出要求。

于立新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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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8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深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库布其七星湖生态区，了解沙峰绿谷生态治理

成果。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8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在列车上认真听取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全区防沙治沙工作情况汇报。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 8月 27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积极推进“五个
大起底”行动，目前已梳理完成全区
90%左右的项目，对“半拉子”工程摸底
工作已接近尾声，为下一步分类处置、
限时办结打好基础。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成立了由各审批
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全面梳理2016年
以来各类项目。据统计，2016年以来，自

治区累计立项9.6万个各类型项目，工作
专班从所有项目中将已经完工的、在建的
项目梳理出去，留下待批项目、超期未审
批项目，逐项明确审批部门责任人、审批
受理情况及完成时限。

“建立台账以后，由自治区各审批
部门和盟市行署政府主要负责人双签
字。签字以后的台账，我们审批一个、
销号一个，到年底实现所有待批项目应

批尽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指出。

同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作专班对
“半拉子”工程的摸底工作已接近尾声，8
月底前将向自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

“半拉子”工程台账。9月1日到10月31
日期间，由自治区各部门逐一提出处置方
案和意见，明确处置措施、完成时限、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 ■下转第2版

自治区发改委：年底实现待批项目应批尽批

本报阿拉善 8月 27日电 （记者
刘宏章）自治区启动“五个大起底”专项
行动以来，阿拉善盟委、行署按照自治
区党委、政府关于深入开展五个方面大
起底行动的统一部署，迅速行动，第一
时间召开会议传达有关精神，制定印发
阿拉善盟五个方面大起底工作方案，成
立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督查，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全面有序开展沉淀资金自查工

作。该盟财政、审计等部门于8月5日
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全区沉淀资金大
起底专项行动的通知》，成立了工作专
班，对全盟沉淀资金起底范围、主要任
务、实施步骤等进行详细的安排。连日
来，全盟各级财政部门会同人民银行、

审计部门，认真组织开展摸底排查，重
点掌握资金结构、来源、余额、性质、使
用、所属年度等情况。专项行动将在9
月20日前完成重点核查，10月31日前
完成清理盘活，11月 18日前完成总结
上报。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待批项目和“半
拉子”工程排查整改。 ■下转第2版

阿拉善盟：快速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8月27日，骑手在比赛中。当日，2022年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呼和浩特站）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奥威马文化运动休闲小镇开赛，该
场比赛是2022年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的首场比赛。来自12家俱乐部的23位马主报名参赛，52匹赛马出赛。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风驰电掣

本报 8月 27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从最新的风光资源排查情况看，我区
风能资源约占全国风能资源总量的57%，
太阳能资源约占全国太阳能资源总量的
21%。除已开发并网、在建和已批复待开
发的资源外，考虑生态红线、土地资源和草
原等约束性条件，重点在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布局新能源项目开发，我区还有超过
10亿千瓦的新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近日，

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获悉这一消息。
我区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是国家重

要的清洁能源发展基地之一。近年来，我
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持续优化和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截至今年7
月底，全区新能源装机达5670万千瓦、同
比增长8.1%，占全区电源总装机的35.8%；
全区新能源发电量745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6个百分点，占全区总发电量20.4%，新
能源已成为自治区能源供给体系新亮点。

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我区
积极做好各类新能源项目开发储备工作。大
型新能源基地建设方面，国家已在我区规划
第一批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2020万千瓦，第
二批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1188万千瓦。目
前，自治区能源局正在按照国家要求，加快推
进第一批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于2023年底

前建成并网，有序推进第二批大型新能源基
地项目开工建设，积极推动蒙西四大沙漠风
光大基地项目落地实施。此外，为保障我区
绿电供给，支持和促进自治区工业经济发展，
在大力推进新能源外送项目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各地区新能源调峰和消纳条件，自治区
能源局正在组织各盟市上报区内消纳源网荷
储一体化、风光制氢一体化、自备电厂绿电替
代等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以上储备项目
落地实施，将大规模增加自治区新能源装机，
极大地促进我区新能源大规模发展，为我区
完成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我区新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10亿千瓦 本报赤峰 8 月 27 日电 （记者
魏那）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影响，8月23日，赤峰市人民
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出台《赤峰市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若干政策》，
积极发挥政策引领带动作用，吸引更多
高校毕业生来赤峰市就业创业。

在“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方
面，赤峰市充分使用机关事业单位编制
资源，年度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规
模不低于3500人；每年开发项目生岗位
3500个，鼓励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提

升120个人才专项编制使用效能，为重
点企业和项目引进急需人才；开发科研
助理岗位；扩大就业见习规模，每年全市
各单位提供见习岗位不少于5000个。

在“落实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补
贴”方面，赤峰市对刚性引进的人才，按
照博士30万元、硕士10万元标准发放
一次性安置费；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
除享受自治区1500元的一次性扩岗补
贴外，按照博士生、硕士生、本专科生再
给予企业每人2万元、6000元、1500元
一次性扩岗补贴； ■下转第2版

赤峰人才新政“真金白银”
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