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静宇 蔡冬梅 薛来

在180亩的园区内，两栋U型建筑分列左右，楼体表面的蓝色金属装饰
条从楼顶延伸到楼底！远远望去，仿佛垂挂着条条蓝色的哈达，正门门厅
上，蓝宝石造型格外醒目。

9月2日上午，内蒙古日报社“风帆起北疆 喜迎二十大”大型全媒体传
播活动第二报道组走进位于乌兰察布市的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
满满的高科技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光盘’，专门为政府以及各行业机构提
供便捷、稳定、安全、节能的数据长期储存和容灾备份全方位解决
方案。”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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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
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
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
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

“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
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
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在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伟大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坚持“两个结合”，实现新的
飞跃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
程就从哪里开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这句
朴素而郑重的承诺，发出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响亮的誓言。

彼时的中国，行至一个新的历史关
头，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命题。

解决了温饱并总体实现小康，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既要破解“发展起来之后”的烦
恼，又要迈过“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
坎。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不到一个月
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两次国内
考察。一次，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宣示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次，太行
山深处河北阜平，“看真贫、扶真贫、真
扶贫”。

敏锐把握时代之变，抓住关系全局
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
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
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
代中国之“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进行了许多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理论创造——

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
学说的新发展；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新发展；提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创造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崭新的逻辑起
点和理论建构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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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之路 真理之光
——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章奎）9
月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在呼和浩特市暗访信访工作。

王莉霞不事先踩点、不打招呼，直奔
自治区信访局接访大厅和接访室，向正
在上访的群众详细询问上访原因和诉
求，并接受了他们的信访材料。王莉霞
嘱咐工作人员，要向群众把政策讲清楚，
全力协调有关地区和部门，依法依规合

理合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王莉霞说，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站稳
群众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带着责任和感
情做好信访工作、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问题。要压实属地责任，健全闭环落
实机制，事要解决，心结要打开，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莉霞暗访信访工作

本报9月2日讯 近日，自治区党
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容错纠
错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旗帜鲜明支
持和保护作风正派、担当作为、锐意进
取的干部，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现就推进容错纠错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施容错纠错要坚持事业为

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等原
则，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对该容的大胆
容错，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
为；不该容的坚决不容，确保容错在纪
律红线、法律底线内进行。

二、各级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机
关、组织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

“谁追责问责，谁负责容错”要求，结合
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
度、后果影响、挽回损失以及整改成效
等情况，对干部的失误错误综合分析后
进行容错纠错。

三、对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
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尚无
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
误，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以及在理

旧账、解难题，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等工
作中冲锋在前、主动履职、担当作为，
出现失误错误并积极主动纠错整改
的，大胆容错。

四、对干部明知故犯、明令禁止后依
然我行我素、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
以及弄虚作假、坑害百姓、官商勾结、贪
赃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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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容错纠错工作的意见》

近日，自治区党委制定出台进一步
推进容错纠错工作的 8 条意见，明确提
出精准把握容错免责区间，应容必容、
能容尽容，以“容错”的气度和“纠错”的
良方，为苦干实干者卸下包袱，给敢闯
敢拼者吃下“定心丸”。

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
才不会犯错误。”高质量发展没有先例可
循，探索的过程，难免有失败、失误。“只
要干部认真干事，即使没干好、有点失误
也不苛责”，此次自治区进一步推进容错

纠错工作，目的就是旗帜鲜明支持和保
护作风正派、担当作为、锐意进取的干
部，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为干事创业者兜底撑腰。

当然，宽容不是纵容，保护不是庇
护，8条意见对什么能容、什么不能容划

出了红线，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
些意见让广大干部明白，允许干事有失
误、但不允许不干事，允许实践有偏差、
但不允许墨守成规，允许担当有过失、
但不允许敷衍塞责。鼓励实干敢干不
等于放任胡干蛮干。容错自有前提和

底线，必须在纪律法律框架内，“一干容
百丑”的“好事”绝不存在。

“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
疵细瑕。”见人见事落实好容错纠错机
制，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勇于负责者
负责，让更多“闯将”“尖兵”轻装上阵、
放手去搏，必将凝聚起苦干实干、担当
作为的磅礴动力，形成千帆竞发的干事
创业氛围，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成就不负时代
期待、人民期盼的新业绩。

旗帜鲜明为干事创业者兜底撑腰
本报评论员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守望相助，感恩奋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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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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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懈努力。

为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内蒙
古日报社派出 4路采访报道组深入 12个盟市，启动“风帆起北疆·喜迎二十大”大型全媒体传播
活动。即日起，内蒙古日报开设“风帆起北疆·喜迎二十大”专栏，讲好新时代内蒙古故事，把内
蒙古的正面形象树立起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周秀芳 徐亚军 宋爽

9月1日，记者一行驱车从呼和浩特市区出发，一路向南，寻访魅力托克
托，解锁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幸福密码”。

站在托克托县郝家窑村黄河观景平台上远眺，河曲弯弯，古窑林立，小
村庄的房前屋后绿意盈盈、瓜果飘香，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郝家窑村二虎农家乐，村民任秀清正在做她的拿手菜托县炖
鱼。整条鱼刮鳞开腹改刀备用，胡麻油慢火炝锅，将托克托县辣椒的香
味和色泽释放到极致。鱼入锅，以小茴香、花椒等佐味，小火慢炖 2个
小时，撒上葱花、香菜，汤浓鱼鲜，色泽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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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葡萄“串”起甜蜜生活
□本报记者 张俊在 于海东 梅刚

初秋的巴彦淖尔，乡村秀美瓜果飘香，沃野千里田畴似锦。记者走进临
河区乌兰图克镇鲜农现代设施农业综合园区，黄瓜顶花带刺，鲜翠欲滴，西
红柿如串串小灯笼，诱人垂涎。

今年61岁的李世忠从未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当农民，看着即将上市的
黄瓜，他难掩喜悦：“这一亩大棚黄瓜顶过我以前80亩大田葵花的收入。”

7年前，李世忠种了80亩地的葵花，年收入将近7万元，这让他很满
足。2016年，内蒙古鲜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了1万亩土地，建设大跨度
厚墙体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并对承包温室的农民管技术、包销售。老李和老
伴一合计，就尝试着包了一个2.5亩的大棚，没想到， ■下转第2版

从“地里刨钱”到“棚里生金”

□本报记者 马少林 丁燕 柴思源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大草原，牧民们进入了忙碌的打草期。对于陈巴尔
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哈吉嘎查的牧民们来说，今年有着别样的体验。

“我家有7500亩草场，以往每年打草都要花费将近9万元，这之中包括人
工费，还有各种机器维修、购买耗材的花销。”9月2日下午，牧民斯日古楞来到
自家草场，为正在操作捆草机的丈夫送饭。“我们嘎查今年发展集体草业基地
项目，新购买了各种打草设备。嘎查统一组织打草，能比我们自己打草节省4
万元，再加上我老公操作捆草机的收入，我给打草的牧民做饭挣的钱，今年打
草可是省了钱了！”望着丈夫忙碌的身影，斯日古楞的言谈间流露着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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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集体 富了牧民

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推进容错纠错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导
读 ■详见第2版

□安华祎

举行网上祭奠、寻访抗日遗址、重
温英雄事迹、参观主题展览……抗日战
争胜利 77 周年之际，内蒙古各地群众
自发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将那份
历史记忆刻在当下、留与后人。

时间无痕，记忆有痕；硝烟虽散，
但精神永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
内蒙古这块红色热土，高凤英、高桥、
贾力更、李裕智、刘洪雄、麦新等一大
批抗日英雄，慷慨悲歌、前赴后继，奏
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在惨烈异常的抗日战场，
内蒙古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不

屈不挠、浴血奋战，付出的巨大牺牲、
作出的重要贡献。岁月长河，历史足
迹不容磨灭；时代变迁，抗战精神熠
熠发光。

纪念，是为了永不忘却；铭记，是为
了新的出发。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缅
怀抗日先烈的丰功伟绩，讴歌伟大的抗
战精神，就是要从抗战胜利中获得有益
启示。面向未来，最大限度凝聚起各族
人民的力量，形成自强不息、奋勇前进
的巨大动能，我
们必将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乘
风破浪、披荆斩
棘、再立新功。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戴宏 潘佳）8月30日，自治区党
委编办举行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书首发式，9家区直事业单位获
得法人电子证书。据了解，我区是全国首个发放事业单位法人电
子证书的试点省区。

我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基础扎实，2022年3月，被中央编办
列为全国试点省区。以试点为契机，我区把推行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电子化作为创新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深化“放管服”改草，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审批服务的重要抓手，在9家区
直事业单位、2个盟市、部分旗县先行先试。内蒙古师范大学、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
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自治
区直属乌兰牧骑首批获得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身份证”。

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书的发放，标志着内蒙古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迈入数字化时代，打开全新的管理模式，实现业务办理从“网
上办”到“掌上办”的再提升、法人证书由静态保管到随身携带的
再升级。“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书可与现行纸质法人证书并行使
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将在减少审批材料，提高审批效率，推动
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接、协同联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治
区党委编办副主任宋佰庭介绍说。

“有了法人电子‘身份证’，可以降低管理风险，减少办事环
节，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很荣幸成为全区首批获得法人电子证书
的事业单位之一。”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团长邢力莉十分
高兴。

据悉，自治区党委编办将推动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书在
更大范围、更多场景应用，进一步畅通部门间信息数据互通
互用渠道，全力助推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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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9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

年12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9月2日（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一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9月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9月2日（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二〇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9月2日的决定：

一、免去肖亚庆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
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二、免去黄明的应急管理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祥喜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9月2日（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二一号）

①① ②②
④④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