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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 费士廷 钱宗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穿梭过去与未
来，铭记光荣与梦想。

人民军队诞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路走来，改革创新步伐从来没有停止
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

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摆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的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重大思
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重
大工作，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全
军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重塑后的
人民军队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焕然一
新。

2021 年深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

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
革”。

把握时代大势，作出改革强军
战略决策

这是一场回避不了的时代大考，这
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是一篇
塑造未来的战略擘画。

■下转第4版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刘晓冬）9月
22日，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命名大会在呼
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出席并
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
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
关领导同志出席。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
玉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命名“担当作为
好干部”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担当作为好
干部”代表颁发奖章和证书。苏新亚、冀文
明、郭占江、顼雪莲、张少华等 5位同志作了
交流发言。

孙绍骋代表自治区党委向被命名的同志
表示祝贺，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立新功，永不
愧对“担当作为好干部”的称号。他号召全区

广大干部要向担当作为好干部学习，对标先
进、争当先进，在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中展现
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孙绍骋说，现在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
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习近平总书记给内
蒙古部署了五大任务、为我区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全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加快
发展愿望强烈，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均已具
备，只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撸起袖子加油干，
内蒙古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自治区党委
决定命名“担当作为好干部”，目的就是要旗帜
鲜明地把担当作为的导向树起来，在全区上下
营造勇于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激励引导各级
干部见贤思齐、主动担当作为，以“吃苦耐劳、
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自治区党委的
要求，大力提拔使用担当作为、敢干实干的干
部，对评选命名而且符合条件的干部及时提拔
重用，让大家明白要做官先做事、要提职先担
当。要见人见事落实好容错纠错机制，对干部
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领导和管干部的部门首先
要敢担当敢负责，应容必容、能容尽容。让干
得好的上是导向，让干得差的下也是导向，要
认真落实中央出台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的有关规定，让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腾位
子”。要下决心“削文山”、“填会海”，真刀真枪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各级干部有足够
的时间去抓落实。关心关爱同志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正常的同志关系非常重要，组织要

多关心多体谅干部，同志之间、同事之间也要
互相关心关爱。

孙绍骋代表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广大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一是要有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对定下的事情，说
了就要干，而且要争分夺秒地干，决不能拖拖
拉拉、慢慢腾腾。二是要有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的狠劲，实实在在地谋事干事，不说大话、表
空态，不搞虚头巴脑的东西，把能力和水平体
现到真干事、干成事上来。三是要有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困难、问题和矛盾面前
站好自己的岗、尽好自己的责，对该啃的硬骨
头就是崩掉牙也要啃下来，决不能畏首畏尾、
退避三舍。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

大张旗鼓褒奖优秀模范干部 旗帜鲜明把担当作为的导向树起来

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命名大会召开
孙绍骋讲话 王莉霞主持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章奎）
9月22日，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2022年第 9次集体学习，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王莉霞主持集
体学习并讲话。

会上，中心组成员围绕主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交流。会议指出，新时代十年
伟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
舵领航，必须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坚定前行。

会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
始终做这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
传播者、忠实实践者。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必然选
择，必须坚定不移筑牢“两个屏障”、
建设“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凝心聚力推进内蒙
古全面现代化建设。

会议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永葆“赶考”
的清醒和坚定，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全力打造廉洁政府，强化交
账意识、交卷意识、成果意识，一门
心思抓好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 2022年第 9次集体学习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省 部 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

王莉霞主持并讲话

树什么样的典型，就体现什么样的
导向。昨日，自治区党委召开“担当作
为好干部”命名大会，评选表彰了100名
担当作为好干部，在全区范围内树立起
鲜明导向，营造了崇尚实干、奋勇争先
的浓厚氛围，必将有力推动担当作为在
全区上下蔚然成风。

这些获得表彰的好干部，亮出了好
干部的样子、举起了好干部的旗子，充
分说明我们的干部从来不缺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但不容否认，我
区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不担当、不负
责、不作为”的现象，成为影响制约高质
量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干部要干事，为官要有为。古人
讲，如果为官不干事，“不如在公堂摆上
一只木偶”。破除为官不为，激发干事
热情，让干部在其位谋其政，就要对不
作为不担当不尽责坚持零容忍，让占着

“位子”、顶着“帽子”、混着日子、摆着样
子的“堂上木偶”没有任何安身之地、容
身之所，坚决杜绝坐而论道的假把式、
拖拖拉拉的软把式、弄虚作假的歪把
式，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
好风气好氛围。

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
是从政本分。当前，内蒙古发展正处于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这就需要全
区广大干部勇挑重担、苦干实干，传承
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因，发扬干事创业的
优良作风，以舍我其谁的襟怀、闯关夺
隘的气势、虎口夺食的劲头，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
可冀。作为干部，就要遇到什么问题就设法解决什么问题，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困难和矛盾面前，各级领导干部不
仅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更要有“干”字当头的实
干精神，站好自己的岗，盯好自己的责，不能畏首畏尾、退避
三舍。凡是定了的事情、作出的决策、部署的工作，就要紧
盯目标任务抓落实、抓推进，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天接着一
天干，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该啃下的硬骨头，就
是崩掉牙也要啃下来，努力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把“办
不到”变成“办得到”，不见结果绝不收兵。

担当作为，既需要干部个人努力，也需要组织撑腰鼓
劲。要大力选拔任用担当作为的好干部，让担当作为的干
部有舞台、有空间、有干劲、有盼头；要落实好容错纠错机制，
让苦干实干者卸下包袱，给敢闯敢拼者吃下“定心丸”；要大
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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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 在第五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方罕见

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

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党

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
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

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大
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
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本报 9 月 22 日讯 （记者 崔楠
蔡冬梅）9月22日上午，停工8年的自治区
本级东河二期项目进入进场施工阶段。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有的在拆
除钢筋棍，有的在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拆
除地面遗留建筑、清理施工现场。

据了解，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
东河二期项目是自治区本级实施的保障
性住房项目，占地74亩。因国家政策调
整，项目已经停工8年。经自治区党委
常委会和自治区政府常务会审议，将东
河二期项目列入自治区本级首批实施的

“半拉子”工程大起底项目之一，由自治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牵头，加快推进
东河建设项目拆除恢复改造。自治区机
关事务管理局立即成立工作专班，积极
协调自治区财政厅、住建厅等部门召开
项目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对项目开展了
预算、评审、启动招投标等前期准备工
作，并委托自治区代建中心实施项目代
建。待项目拆除恢复施工完成后，及时
移交呼和浩特市政府进行绿化施工。

自治区代建中心主任王文志告诉记
者，为了避免噪音和灰尘污染，项目采取
静力破碎和常规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式
施工。施工中将按照相关建设标准和规
范，安全施工、加快进度，争取在11月中
旬前保质保量完工。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瑞怀表示，实施东河二期项目改

造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上率下，真
抓实干，深入推进“半拉子”工程大起底
的具体行动。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
策部署，深入推进“五个大起底”行动。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同
配合，实行日调度、周会商工作机制，高
效实施改造工程。

自治区领导机关刀刃向内带头大起底
停工8年的自治区本级东河二期项目昨日进场施工

9月22日上午，出席大会的自治区领导为“担当作为好干部”代表颁发奖章和证书。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9月 22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担当作为
好干部”命名大会并讲话。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停工 8年的自治区本级东河二
期项目昨日进场施工，充分体现了
自治区本级和领导机关以上率下、
真抓实干，直面问题、动真碰硬的信
心与决心，体现了“作于细”而“成其
大”的责任与担当。

行动和示范是最有力的带动。
自治区党委下决心推动“五个大起
底”行动，解决“半拉子”工程等遗留
问题，就是要突出问题导向，推动资
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自上而下引
领推进，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
一级干，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意
识、激发担当精神，让沉睡的土地“动
起来”，让停滞的项目“跑起来”，让沉
淀的资金“活起来”，更好地盘活存
量、挖掘潜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我们必须看
到，■下转第3版

以上率下
动真碰硬

□籍海洋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自治区本级东河二期项目改造工程施工现场自治区本级东河二期项目改造工程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晨光闫晨光 摄摄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导 读

■详见第3版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述评
■详见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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