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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 梅常伟）
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9月21日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
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
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
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

新。要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把握新的
形势和任务要求，聚焦备战打仗，勇于开拓创
新，扎实抓好既定改革任务落实，加强后续改革
筹划，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为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总
结了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
和经验，部署了后续改革筹划工作。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围绕
深刻领会改革强军战略、确保改革务求实效提
出要求。

会上，12个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就这一轮国
防和军队改革有关情况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军委
机关各部门、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
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9月 21
日，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在此重要历史关头，我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
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
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
和争端，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
平发展道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今年纪念活动以“践行

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主
题，契合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精神。希望纪念活动凝聚各方智慧
和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
贡献。

习近平向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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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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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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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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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区地区
生产总值从刚过万亿元门槛到去年底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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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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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草原、
森林、湿地面积分别占全国的22%、12%和16%，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均占全国的近1/4。守护好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
是内蒙古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内蒙古对国家最大的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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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我们将继续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在增绿、治沙、转型、减排上下功夫，努力
在“十四五”期间完成草原生态建设6500万亩、国土绿化1400万
亩、退化林修复2800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2650万亩。大力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深入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严格执行能源和水资
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力争到2025年全区单
位 GDP 能耗、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用水量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15%、17%、12%。当前，我们正在全区开展待批项目、闲置土地、
沉淀资金、“半拉子”工程、开发区建设“五个大起底”行动，力求把
各种闲置浪费、低质低效利用的资源要素全面盘活起来、高效利用
起来。通过不懈努力，在我国北疆构筑起更加牢固稳固、美丽亮丽
的万里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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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有103种居全国前十、21种居全国第一，其中
煤炭储量和产量均占全国的1/4，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约占全国的57%、21%，稀土资源无
论是储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级的，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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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制油产能达到124万吨、煤制气产能达到27.5亿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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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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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能源大区，我们正在抢抓“双碳”机遇，一手
抓煤炭绿色低碳转型，一手抓新能源发展壮大，努力为国家提供更为稳定、更加安全、更加绿色的能源供
给。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到“十四五”时期末，新能源装机达到1.35亿千瓦以上，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内
蒙古”，率先在全国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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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有1.72亿亩耕地，是全国5个耕地保有量过亿亩的省区之一，草原面积占全国的1/5，是国
际公认的优质畜牧区、黄金奶源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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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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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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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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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稳，天下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全力做好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文章，

加快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扩大数量，通过改造耕地草地后备资源，扩大农牧业生产
规模。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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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白丹）在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文联策划编绘的“‘石榴籽’绘本丛书”，目前
已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9月
21日，“‘石榴籽’绘本丛书”在我区首发。

“‘石榴籽’绘本丛书”共12册，每册完整讲述
1个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丛书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选取了胡服
骑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
夫人抗倭、锡伯族万里戍边、土尔扈特万里东归、
半条被子、彝海结盟、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
入内蒙、骑着毛驴上北京等12则故事进行创作。

为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阅读习惯，丛书还增加
了有声电子书二维码，通过扫描书中二维码即可聆
听绘本故事。整套绘本文字改编尊重史实，叙事清
楚、记述准确、素材取舍得当；画面生动活泼，人物形
象有趣可爱，是孩子们喜欢的主题出版读本。

丛书力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育引导
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
观、文化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将爱
我中华的种子根植少年儿童的心灵深处。

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系列宣介活动，推动丛书进校园、进书屋、进妇儿中心、
进乡村少年宫，满足广大少年儿童阅读学习需要。

“‘石榴籽’绘本丛书”面向全国发行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淳朴、热情、不善言辞，和人交谈时总是面
带善意的微笑……米格德玛给人的印象总有一
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人们也都会亲切地叫她
一声“米大姐”。

30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克尔
伦苏木耐日莫德勒嘎查妇联主席米格德玛，照
顾了25个残疾人、老人和孩子，竭尽所能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她的故事给了无数人向
善向上的动力。米格德玛说：“我一直在心里告
诉自己，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这也是
一直以来支撑着她的信条。

1989年，刚刚成家的米格德玛生活拮据，
全年收入只有几千元。“好心的米格德玛，我就
要离开人世了，有一事求你……”一天，米格德
玛的邻居乌云其木格的3个孩子拿着遗书找到
了她。遗书写满了乌云其木格对智力残疾丈夫
布德和3个幼子的担忧，表达出想将他们托付
给米格德玛的强烈愿望。米格德玛与丈夫赶到
乌云其木格家，看到一贫如洗的毡包和目光呆

滞的布德，她毅然决定把布德和孩子们带回家
照顾。

从那时起，米格德玛便开始了自己的爱心
之路——收留额日吉玛老人和她丧失劳动能力
的儿子；承担乌云孙布尔等5个贫困家庭孩子
的全部学费及生活费；带着全家人开着自家的
车破雪开路，带领嘎查牧民一起抗击雪灾，减少
牧民们经济损失近80万元……

一个个善举也是一份份沉甸甸的责任。
2014年至2021年，米格德玛累计利用嘎查妇联
集体收益，为 153 名适龄牧民缴纳养老保险
16.32万元，累计向72名贫困妇女、老人、儿童、
学生资助4.06万元。她带着嘎查妇联执委会委
员们，多次开展“萨日朗”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把
志愿服务的责任和爱心传递。作为克尔伦苏木
垃圾分类示范户，她以身作则，清理道路两旁和
河湖周边垃圾，将家中垃圾进行分类，嘎查不少
牧民在她的带动下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文

明健康的生活新风吹遍了巴尔虎草原。
米格德玛说：“能带领姐妹们为嘎查牧民做

点事，我感到无比自豪。帮助他人，这都是力所
能及的事。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发自内
心的快乐和满足。”米格德玛就像随时散发着温
暖的小太阳，无论是她身边的人还是接受过她
善意的人，都成了这份爱的延续者。

耐日莫德勒嘎查的计生助理南丁其其格家
境贫寒，从小便得到了米格德玛的资助。在她
心里，米格德玛是榜样一般的存在。去年年底，
新巴尔虎右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南丁其其格
主动请缨，成为了嘎查物资代购员。牧区牧民
居住分散，她每天行车400多
公里，挨家挨户收集物资清
单，到超市采购后再配送到牧
民家，这一趟便是五六个小
时。“每次看见牧民们拿到东
西时的笑容， ■下转第3版

米格德玛：让爱流淌在草原

内蒙古自治区，坐标中国正北方。
这里天地阔远，边境绵长，外接俄罗斯和蒙

古国，20个对外开放口岸如颗颗明珠镶嵌在
42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内连八省、横跨“三
北”，历史上是“草原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的
重要通道，如今是我国“北开南联、东进西出”的
重要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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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地缘优势
得天独厚。

根植历史，立足优势，方能面向未来。习近
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通过扩大开
放促进改革发展，发展口岸经济，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同俄罗斯、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
域合作，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
头堡。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独特优势，深耕
特色产业，内蒙古开放的步履更加坚实：发挥联
通俄蒙的区位优势，服务国家、经略周边，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和沿边开放重要支点，着力推动
政策沟通、设施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书写了向北开放的
精彩篇章。

几天前，一列布满彩绘的中欧班列从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
心出发，驰往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随之带去的
是满满 50节集装箱的巴彦淖尔精品葵花籽。
自2016年开行以来，七苏木中欧班列的“欧洲
之旅”已经有587次。

2022年 4月末，包头市达茂旗白彦花火车
站驶出一列装满煤炭的46组集装箱列车，这是
包满铁路全线贯通后，从达茂旗发出的首趟列
车，标志着满都拉口岸通关迈入“铁路时代”，也

将达茂旗接入了全国铁路干线网。
2022年春节期间，一辆辆满载煤炭和铜精

矿的货车在甘其毛都口岸缓缓前行。在无人值
守的智能卡口，设备自动读取车辆和货物信息，
一辆车通关只需要10秒钟……

一幅幅火热的场景，一个个跃动的数字，彰
显出内蒙古向北开放的累累硕果，也见证了北
疆大地在开放之路上更加快步疾行。

从古丝绸之路上驼铃悠远，到“一带一路”
建设泽被草原； ■下转第3版

逐 浪 海 天 阔逐 浪 海 天 阔 潮 涌 奋 楫 行潮 涌 奋 楫 行
——内蒙古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风正帆扬内蒙古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风正帆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佳潘佳

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为内
蒙古量身定制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古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围绕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努力形成联通内外、辐

射周边、资源集聚集散、要素融汇融通的全域开放平台，联通内外的“交通网”越织越密，区域协作的“关系网”越扩越大，在“一带
一路”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全方位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核心提示

领航中国·内蒙古篇

十年十年
印记印记

①①全区进出口额累计全区进出口额累计14191419..7777亿美元亿美元。。
②②据商务部统计口径据商务部统计口径，，全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全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3838..3636

亿美元亿美元
③③对外投资核准备案项目对外投资核准备案项目570570个个，，对外实际投资额累计对外实际投资额累计5555..5757

亿美元亿美元。。
④④对外开放口岸对外开放口岸2020个个，，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累计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累计7992379923万吨万吨，，

为全国口岸最多为全国口岸最多、、边境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第一的省份边境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第一的省份。。
⑤⑤满洲里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均累计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均累计突破突破11万万。。

本报呼伦贝尔9月 21日电 （记者 李玉
琢 实习生 于鹏飞）9月 16日，随着阿荣旗六
合镇保国村第一车“暖心煤”到户，呼伦贝尔市
22.2万吨农牧民取暖用煤拉运工作正式启动。

为积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农牧民
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的部署要求，呼伦贝尔市
委、政府超前谋划、抢前抓早，在8月初就进行了“暖
心煤”政策的宣传贯彻工作，有序组织各旗市区政
府开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农牧民用煤需求统
计，第一时间掌握了详实的民生用煤数据，编制印
发了《呼伦贝尔市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方
案》，开启了今冬明春的能源保供序幕。

据悉，该市与煤炭企业一对一对接，组建工作专
班，安排各煤炭企业提前调整采掘衔接和生产计划，调

整优化销售结构，并统筹考量农牧民用煤成本，合理安
排各旗市区煤炭保供运距，最终确定了10座煤矿作为

“暖心煤”的供应单位。同时，结合各煤矿生产能力和
旗市区运力情况，制定了“错峰拉运、产运衔接”等工作
方案，打通煤炭运输、集中配送等各要素环节，解决群
众购买平价煤炭需求，全力保障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

呼伦贝尔市强化统筹调度，建立了农牧民冬
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协调机制，采取“日调度”的
方式对各个旗市区现有的库存量、拉运情况、到
户情况进行实时研判，及时发现处置在煤炭供应
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确保农牧民冬季取暖用
煤保障供应工作平稳快速推进。目前，阿荣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牙
克石市共计有3998吨“暖心煤”拉运到户。

呼伦贝尔“暖心煤”开始拉运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