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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2.02 万平方公里，辖 2 个苏木、5 个镇，常住人
口 9.92 万人，是全国卫生县城、全国优秀旅游目的地、自治区文明旗县城、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2017
年至 2021 年，连续 5 年入围“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乌珠穆沁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自觉服从服务于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旗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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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转型 稳中求进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完成 1115亿
元，年均增长 7.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31.7%；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87.2 亿元，保持逐年稳步增长；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完成102.3亿元，年均增长5.3%。

2021 年，西乌珠穆沁旗实现农林牧渔业产值 35.59 亿
元，较 2012 年增加 15.8 亿元。积极发展牧区合作社、现代
化家庭牧场、公司+订单牧户等经营模式，牧民增收能力不
断加强。“减羊增牛”取得显著成效，牧业年度肉牛存栏 32
万头，乌珠穆沁羊标准化畜群达到 2700 群。建立白马繁
育基地，成功注册“乌珠穆沁白马”品牌和系列知识产权，
培育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 件。

2021 年，西乌珠穆沁旗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 201.7
亿元，较 2012 年增加 136.7 亿元。着力稳投资抓项目，累
计实施工业重点项目 125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24
个，产值超亿元企业 14 个。建设国道、省道公路 494.3 公
里，境内铁路通车运营里程达 541 公里，锡乌铁路全线贯
通，白音华至赛音温都日铁路、华润五间房铁路专用线通
车运营，国道 306 线大水菠萝至巴拉嘎尔高勒段建成通
车。完善“煤—电—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条，加快“煤-
电-冶-加”绿色循环产业链建设，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挖煤卖煤的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逐步改
变。京能五间房电厂实现“五个全球首次”重大设备和系
统集成成果运用，率先应用世界首台 660MW 等级双水内
冷发电机组，完成煤矿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电力多边交易工
作。火电装机发展到 414 万千瓦，煤炭年均产量稳定在
5000 万吨。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严格落实
能耗双控制度机制，突出“强度严格控制、总量弹性管理”
原则，加强碳达峰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管控。在能源、冶
金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改造，推动绿色
产业、绿色运输、绿色企业、绿色园区发展，集中集聚集约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白音华高精铝板带及自备电厂即将
投产运营，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玉龙矿业）2020 年、
2021 年连续入围“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编制完成《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深度融入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持续打造 99 公里草
原游牧文化景观带、中国白马之乡、多彩西乌珠穆沁等旅游
品牌，维力斯公司国家级旅游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国家验
收，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逐年增长。现代物流业加快发展，
以巴拉嘎尔高勒镇和巴彦花镇为中心和节点的现代流通体
系初步形成。成功入选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范旗县。

修复生态 精准治污
生态环境迎来新改观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
控制任务如期完成，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9%。

与此同时，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草原“三牧”制度，扎
实推进乌珠穆沁沙地治理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累计完成
治理面积 4.36 万公顷，哈布其盖国家沙漠公园规划获得国
家林草局批复；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等政策，规
范天然打草场保护管理，植被盖度达到 62%以上，森林覆
盖率达到 6.53%，牧草高度、地上生物量每亩平均达到 30
厘米以上、90 公斤以上。

西乌珠穆沁旗还加快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科学

划分主体功能区，将 68%的旗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全
面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推进落实数字化
监管，加快构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古
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优化调整，有序开展禁牧、
封育、违建设施拆除等工作，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实
施重点区域造林绿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重点工程，
积极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历史遗留废弃土坑、采
坑、取料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旗
域内13条河流、6个湖泊纳入全盟河湖岸线利用管理保护规
划，“基层党建+河湖长制”工作典型模式在全国推广。

保障民生 加强治理
社会民生事业迈出新步伐

西乌珠穆沁旗始终牢固树立民生优先的理念，民生支出
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68%以上，2021 年城乡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5760 元和 33398 元，较 2012
年分别增长121%和132%，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大幅提高。

西乌珠穆沁旗认真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累计新增
城镇就业人员 13485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82%以
内。发放援企稳岗补贴 1216 万元，为 24270 名（次）下岗
失业职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 1.3 亿元。大力推进创业带动
就业，成功创建自治区创业型旗县，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投入使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437 户 1.8 亿元。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
会保险覆盖率逐步提高，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低保城乡统
筹工作全面完成。积极发展老年事业，新建居家养老服务站
5家，老年人活动中心、“百思乐”牧区养老园区、“阿吉泰”养
生园投入使用。实施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行动计划，狠抓
教学常规管理，高标准新建幼儿园 5 所、教学楼和宿舍楼 3
座、风雨操场 4处，完成 5所公办幼儿园消防改造，被列入全
盟首批“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旗（县）”。深入推进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医共体，实施住院费用总额
预付、“先诊疗后付费”和药品零差率销售，实现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新建旗医院、蒙医医院、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并通过等级医院评审，新建标准化苏木
镇卫生院、嘎查卫生室40所，卫生医疗条件不断改善。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扎实推进
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供水供热管网改造、园林绿
化、城镇街道景观和人行道提升改造等工程，着力打造宜
居宜业的高质量中心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2%，
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 38%，被自治区命名为“生态宜居县
城示范旗县”。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开通客运铁路 1 条、城际公交 1
条、中心镇公交 2 条，结束了不通客运火车、公交的历史。
新建、改造电力线路 3994 公里，新建、扩建输变电工程共
12 处，安装风光互补升级设备 7187 套，牧区新打水源井
2311 眼，完成巴拉嘎尔河防洪和大吉林河水库、高勒罕水
库供水工程，解决了牧民群众通网电和饮水安全问题，各
族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扛责尽职 承诺践诺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按照“六
个精准”“五个一批”总要求，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突
出抓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危房改造、社会保障兜底等扶
贫举措，367 户 107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

稳定增收，贫困人口纯收入增长到 24133 元，自我发展能
力逐步增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基
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
同时，积极采取健康扶持、启动防贫保、小额贴息贷款、危
房改造等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工作底线。

在此基础上，西乌珠穆沁旗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累计
新建改建牧区公路 1800 余公里，建成饮水安全工程 2935
处，全旗 93 个嘎查实现宽带全覆盖、77 个 5G 基站建成并
投入使用。扎实开展牧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新建苏木镇
垃圾转运站 5 座，以 2 个盟级示范嘎查为重点在全旗各嘎
查推行“牧户分类、嘎查收集、苏木镇转运、旗统一处理”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模式。全力推进“厕所革命”，扎实开展牧
区户厕改造及“回头看”工作，改造牧户卫生厕所 2432 户，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8%。

积极探索 主动破题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和司法体制、文化体制、党的建设制
度、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纵深发展，行政审批、公共资
源交易、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等重要领域改革稳步推进。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牧区改革持续深化，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基本完成，
牧区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济组织建设逐步规
范。牧区养老服务、公立医院改革、教师交流等试点改革
工作成效显著，探索建立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规范提升“双
服务”工作水平，协调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在全盟范围
内率先实现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

西乌珠穆沁旗还深入推进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和机构
改革，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审核清理。组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将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建设工程交易和政府采购等
机构职能全部纳入。“放管服”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政务服

务事项集中办理率达到 95%，实际网办率达到 54.2%，最
多跑一次事项达到 91.5%。圆满完成旗党政机构、苏木镇
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
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和动力。

以文化人 丰富生活
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各类
内容丰富、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
文体赛事，广泛开展全民阅读、送文化下乡、文艺汇演等活
动，促进了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西乌珠穆沁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融入
每一个角落，群众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吉
日嘎拉烈士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宝
日格斯台烈士陵园被确定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积极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综合服
务活动，旗乌兰牧骑荣获第九届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团体
金奖，被评为自治区“十佳乌兰牧骑”。纪录片《绿色宝藏
——乌珠穆沁草原植物》荣获自治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

牢记使命 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实现新突破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把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具体工作
中，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西乌珠穆沁旗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
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提升培训，强化“新时代讲习
团”和“草原学习轻骑兵”队伍建设，如期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旗融媒体中心被评为全区一类融媒体中心，并
获得“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西乌珠穆沁旗还坚持大抓基层导向，认真实施“北疆
先锋”工程，深入推进“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工作，将党建
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有
机融合、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得到进
一步增强。

十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始终坚持引才育才并重，实施
“人才强旗”工程，引进教育、卫生等领域各类人才 80 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憧憬发展的美好未来，西乌珠穆
沁旗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
入实施“生态立旗、产业强旗、科技兴旗、开放活旗”思路，着
力打造“自治区牧区现代化发展引领旗”“自治区草原全域旅
游示范旗”“草原绿色高端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自治
区煤电冶加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基地”“国家清洁能源输出电
源基地”“内蒙古向北开放桥头堡战略通道”，进一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党建引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巴依斯古楞 图片由西乌珠穆沁旗委宣传部提供）

▲“多彩草原、魅力西乌”马文化摄影活动。

▲现代化新牧区轮廓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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