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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 把为人民服务镌刻在行动中
——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落实

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连日来，全区妇联组织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调
要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落地见效。自治区妇联党组要
求各级妇联组织和干部，要从思想
上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
要瞄准为人民服务这个总目标，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真抓实干，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要通过三级示范抓好宣传引领，五级联
动抓好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妇女群
众身边，通过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科技兴
蒙、技能培训等实实在在的举措，感召引领带动
妇女群众，在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
发挥妇女力量；要引领各行各界优秀妇女代表用
接地气、妇女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入脑入心；要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以

“十送”为抓手，为基层妇女群众排忧解难，提升
内蒙古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迎难而上 “巾帼红”守护妇女儿童冷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自治区各级妇联组织用行动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巾帼红”守护妇女儿
童健康冷暖，书写为民服务篇章。

为政贵在行，民生重在实。10月份，呼和
浩特市等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自治区妇联在
第一时间发出巾帼争先共战疫情倡议，号召各
级妇联组织、妇联干部和巾帼志愿者，通过“我
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扎实举措，参与疫情防
控，把初心镌刻在抗疫一线，守护妇女儿童健
康。

社区、学校……到处都有巾帼英姿。各级
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在信息摸排、核酸检测、
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中主动作为、勇于
担当，用无私无畏、甘于奉献的“巾帼红”守护
群众的“健康绿”，以实际行动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贡献巾帼力量。

仅呼和浩特市，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妇联
在组织机关及直属单位干部下沉社区开展巾
帼志愿服务的同时，还组织2.7546万名各级妇
女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三八红旗手等参与

疫情防控。
“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服务

送给妇女儿童，时值抗疫关键时期，需要我们每
个人献出一份力。作为基层妇联组织，要广泛开
展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把服务延伸到妇女儿
童的心上，用心用力满足妇女儿童的实际需求，
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呼和浩特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张晓华在抗疫一线通过视频会议，部署该市
妇联系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这段时间，我们接到不少孩子缺少奶粉、
老人缺少药品等类似生活物资的求助信息，大
约 200多条。我们用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就要积极响应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妇
联号召，为困境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办实
事、解难题，通过爱心接力传递，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为疫情防控贡献巾帼之力。”全国
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站负责人、内蒙古芸公
益协会秘书长王海燕说。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妇联积极向全
国妇联，中国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及女企业家协会、爱心企业家争取支
持，广募款物。据不完全统计，共争取到捐赠
的N95口罩、棉大衣、女性卫生用品、苹果、牛
奶、面包、自热米饭、方便面等爱心款物合计
473.8万元，并陆续送往处于封控状态的社区、
单位、高校，解决一线急需。

越是艰苦的地区，越容易锻炼成长，以更大
力度推动干部在一线摔打历练，让她们在攻坚
克难中经风雨、见世面、显才能，才能更好地适
应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

干事创业 带领更多妇女追求美好生活

奋斗书写历史辉煌，新征程召唤奋勇前行
的巾帼之力。

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巾帼之力不可或
缺。连日来，自治区妇联要求各级妇联组织、
妇女干部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妇联工作，要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引领全区妇女群众奋勇
前行，激发妇女群众干事创业的动力，带动大
家追求美好生活。

内蒙古各地妇联组织纷纷组建宣讲小分
队，采取用手机播放视频、现场交流、面对面宣
传等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向基层妇女群众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让党的二十大精神传到千家
万户，同时还组织优秀妇女代表，给基层妇女
群众送技能、送服务，引领带动更多妇女走上
致富的幸福之路。

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兼职副主席、呼和
浩特市回民区三顺店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一芝
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再细化社区的服务，让社区
老百姓的生活更幸福。

她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作为基层妇联主席，我们一定要把社
区建设得像家一样温馨，为妇女儿童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为妇女儿童幸福加码。

拨通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妇联主席王
砚的电话，她正在准备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
作。她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保障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我们作为基层妇联组织就是要把
工作做实做细，把“周末妈妈”打造为内蒙古家
庭文化建设品牌，通过细化管理机制，完善保
障措施，为更多妇女儿童带来幸福。

这几天，阿拉善盟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
柱芳正在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
动。她说：“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妇女群众心里走，讲好‘阿拉善巾帼
典型故事’，传递好‘阿拉善巾帼好声音’，把阿
拉善正面形象立起来。”

“一方面，不断发扬工匠精神，发挥技能优
势和技术特长，大胆创新、不断求索、精益求
精，把每件产品都做成精品；另一方面，发挥技
能专家和青年导师的传帮带作用，提升年轻人
技能素质和业务水平，鼓励他们在一线创新、
一线成才成长。”这几天，内蒙古一机集团数控
操作工、全国三八红旗手赵晶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带回了生产一线，与工友分享她所理解的党
的二十大精神。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全区广大妇女
正在各级妇联组织的带领下，用行动书写幸福
长卷，为内蒙古的幸福民生答卷添光彩。

巾帼建功 描绘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趁着晴好，把金黄的玉米翻出来晒一
晒。粮食丰收，最让农民喜悦，最能让农民心
中有底气。对于我们农民而言，多种粮食，提
升粮食产量，把饭碗托在自己手里，才是真正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近日，通辽市奈曼旗
八仙筒镇敖包筒村“不倒玉米姐”李静开心地
说。

“种粮食要靠勤劳，更要靠技术。”李静给
乡亲们算着账，“应用密植滴灌模式后，每亩玉
米从4000株增加到了6000株，但用水量比原
来的大水漫灌节省一半，施肥量少了三成，平
均亩产比原来高了三四百公斤。投入基本不
增加，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都上来了，明年，我
们还要沿着这条路子继续前行。”

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兰家堡村妇联主席、
种粮大户岳淑红充满幸福感地说：“随着国家
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科学种粮技术的进步，
农业大型机械的使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越
来越高。今年我家种了460亩地的玉米，亩产
超 800公斤，按现在市场价每斤 1.03元计算，

去掉各项开支每亩地纯收入450
元，今年种玉米纯收入 20 多万
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三农向
好，全局主动。号召全区妇女群
众把奋斗的足迹洒满希望的田
野，助力内蒙古乡村振兴，带领妇
女群众描绘美好生活画卷，是自
治区妇联重点部署的一项工作。

在城镇、乡村……巾帼之志
凝聚着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行动之力。

这几天，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
总支书记、大庙镇妇联执委赵会杰组织村里的
妇女姐妹围坐一起谋划着明年的幸福光景。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通过先后发展胡萝
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业，带领着小庙子村寻
找到了致富门路，让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明
年，我们还要再接再厉，持续推进中草药 种
植，助力乡村振兴。”

兴安盟扎赉特旗推荐 200多名农牧民参
加农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学习种植管
理技术，促进乡村振兴。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绿联合作社理事长陈
俊英发挥“科技致富女带头人”的引领示范作
用，辐射周边带动农户共同增收致富，以巾帼
不让须眉的风采为乡村振兴激扬巾帼之志，奉
献巾帼之力。

妇女们干劲十足，妇女的娘家人也在积
极筹备明年的乡村振兴巾帼行动计划。连日
来，自治区各级妇联组织正在研究如何扎实开
展“巾帼兴粮节粮行动”，如何组织动员全区广
大妇女多种粮、种好粮、广节粮，如何为女种粮
大户提供金融扶持……在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为
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各级妇联组
织正在引领广大妇女姐妹，在内蒙古高质量发
展的进程中奋勇争先，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
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晨曦 贾永来）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周
蕊 严赋憬）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0
日闭幕。本届进博会实现了成功、精彩、富有
成效的预期目标，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说，第
五届进博会是党的二十大后我国举办的首场重
大国际展会。本届进博会共有145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参展。24场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活
动顺利举办。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
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展示438项代表性
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上届水平。

孙成海介绍，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
有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
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 90%，高于上届水平。

首次搭建的数字进博平台吸引368家技术装
备企业线上参展，组织直播或转播活动64场，
浏览量达60万次。本届进博会按一年计意向
成交金额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作为进博会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展不断创新
展览展示方式，吸引世界各国广泛参与。本届线
上国家展共有6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亮相全新打
造的数字展厅，各参展方借助沉浸式展示方式，全
面展现其科技创新、文化艺术、投资环境等领域精
彩内容，累计访问量5900万次，超过上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说，
上海为便利参展观展推出了一系列服务和措施。

目前，第六届进博会企业展招展工作已全面
启动，企业签约报名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第 五 届 进 博 会 按 年 计 意 向 成 交
735.2 亿 美 元 ，比 上 届 增 长 3.9%

11 月 10 日，
观众在参观“礼
赞新时代 再创
新伟业”全国主
流媒体新闻摄影
展 。 当 日 ，“ 礼
赞 新 时 代 再
创新伟业”全国
主 流 媒 体 新 闻
摄 影 展 在 北 京
中 华 世 纪 坛 展
出 。 作 为 北 京
国际摄影周“国
家形象”主题板
块，本次展览精
选出 280 多个摄
影专版和 300 余
幅 新 闻 摄 影 作
品参展。

新 华 社 记
者 张晨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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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 11 月 10 日电 （李国
利 黄国畅）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任务10日下
午组织发射前系统间全区合练，目前各系统
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这次任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22年度的收
官之战，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第200次航天
发射任务。针对与梦天实验舱任务高度并行、发
射间隔时间短等实际情况，科技人员连续奋战，
组织完成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技术区测试、加

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垂直总装测试、船箭联合
测试、组合体垂直转运等工作。目前，各系统状
态良好，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

“这是点火发射前参试系统最多最全的
一次综合模拟演练，也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
合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介
绍，“目前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发射日天气满
足要求，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发射任务，
确保天舟‘快递’使命必达。”

天 舟 五 号 完 成 发 射 前 全 区 合 练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申
铖）记者10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
提前下达多项2023年预算资金，支持地方提
前谋划实施2023年相关工作。

其中，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促进农业强国建设，中央财政提
前下达2023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2115亿元；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1485亿元。

财政部还提前下达 941亿元水利资金，
为支持地方提前谋划实施 2023年水利项目
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提供有力保障。此
外，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预算、2023年就业补助资金预算、2023年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等也提前下达。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多项2023年预算资金
□新华社记者 宿亮 周琳

“发展合作的良好机会”“创新集大
成者”“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名片”……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累计
意向成交 735.2 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3.9%，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作为
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进博会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
交流、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全球
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助力中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
济持续注入中国开放动能。

进博会越办越好，凸显四大效应——

聚首效应不断增强

中国作为全球超大市场的魅力，
以及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实践，让一年一度的进博会像一块
巨大“磁石”，吸引全球顶级企业汇聚上
海，进博会聚首效应不断凸显。

本届进博会上，284家世界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聚首，其中包括全球四
大粮商、十大医疗器械企业、十五大药
品企业。不少参展商说，只有在中国举
办的进博会，才能让这些全球顶级企业
齐聚一堂，让参展企业不虚此行。

这种聚首效应，让众多展馆成为
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行业达沃斯
论坛”。跨国企业聚首进博会“华山
论剑”，既展示未来行业发展趋势，也
让展区成为最新技术交流交锋的擂
台。本届进博会上，参展企业共展出
438项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超过上届水平，凸显全球各产业行业
对进博会的高度关注。

从 2020 年起，世界 500 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进博会参展“回头率”持
续大幅提升，从第三届的 70%，到第
四届的 80%，再到本届进博会的近

90%，进博会的聚首效应不断增强。
法国企业赛诺菲疫苗大中华区

负责人张和平告诉记者，进博会推
动企业在交流中积极合作，促进行
业可持续发展。

在聚首效应带动下，进博会全
球吸引力不断提升。进博会在促进
全球产业信息交流、便利市场要素
流动、推动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中
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头领效应更加突出

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吸引
跨国企业汇聚“四叶草”，也带动这
些企业上下游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聚
集，为众多行业在全球范围、供应链
全领域推动要素重组和再优化提供
了宝贵机会。这让跨国企业和上下
游企业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契机
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进博会，可以与全行业甚至
跨行业的企业、合作伙伴加深交流，
共商合作前景。”荷兰阿斯麦公司全
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沈波说。

在集成电路专区，不仅全球主要
芯片企业济济一堂，服务于他们的大
批中小型供应商也在附近设立展台，
这让展区内不同类型的企业有更多了
解和合作可能，为产业链调整优化创
造机会。首次参展的瑞萨电子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企业宣传经理郭双骖
说，“在进博会感到最有收获的就是

‘邻居即客户’的上下游联动”。
每一届进博会都会对展区设置进

行调整，创新孵化专区、集成电路专
区、农作物种业专区和人工智能专区
的先后设立，反映了全球产业发展的
新变化新需求，也为中国的高质量发
展和重点产业的成长提供了便利。

作为拥有 40 万采购商注册、
2800多家企业参展的全球盛会，进
博会头领效应让芯片、人工智能、元

宇宙等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全链
条合作与交流更加便利，为中国参与
全球生产要素调整与配置提供更多
选择，为全球化合作注入新动力。

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进博会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
成交额增长，也体现在贸易促进、产
业升级、消费升级、制度创新等领域
产生的溢出效应。

本届进博会期间，老挝贸工部贸
促司与上海市杨浦区签订备忘录。
杨浦区利用区域内互联网企业集聚
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老挝生态农业
发展，放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框架下经贸合作潜力。

上海市杨浦区区长薛侃说，杨浦
区将为老挝企业和机构在上海发展
提供保障，通过提供更多更好数字、
流量和平台资源，推动高水平经贸合
作，让老挝农产品搭上“数字快车”。

在上海宝山区进博会投资推介大
会上，宝山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
商展示宝山营商环境、发布招商信息，
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进博会充分发挥国际采购、投资
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
功能，不断推动“展品变商品、展商变
投资商”，借助进博会为贸易和投资
注入活力，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
机遇，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这种溢出效应还体现在“一带一
路”合作上。11月初，从德国汉堡始
发的“中欧班列-进博号”横跨亚欧
大陆，载着参加第五届进博会的欧洲
展品驶入上海。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从2018年的 6000多列增至2021年
的15000多列，成为畅通中欧贸易的

“稳定器”和“加速阀”。中欧年贸易
额由 2018 年的 6822 亿美元增长到
2021年的逾8000亿美元。

本届进博会，共有来自127个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
RCEP 成员国都有企业参展，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上合组织参展国数
量也较上届增加，推动中国与相关组
织开展长期稳定合作。

联动效应越发清晰

五年来，进博会是中国推动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缩影，成为中国加快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

本届进博会上，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第五次组团参会，并首次举办
投资推介会。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联席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进博会期
间举办投资推介会，搭建了参展商与
区域内九座城市产业部门的对接平
台，汇聚全球资源要素，增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联动效应。

进博会带来的联动效应还延伸到
了海外，成为越来越多全球展商更好
更快进入中国区域市场的助力。正如
阿根廷驻上海总领馆商务领事费德里
科·布吕索（中文名费乐培）所说，“进
博会是各国参展商和中国各地采购商
的汇聚之地，更是我们进入中国一线、
二三线甚至更小城市的大门。”

进博会的再次成功举办，展现全
球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展现世界对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
开放战略的支持。进博会的聚首效
应、头领效应、溢出效应和联动效应，
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为期六天的第五届进博会圆满收
官，但进博会交易服务平台将继续以

“6天+365天”的方式继续向全球提供
服务，并实现能级提升。进博会作为

“永不落幕的展会”，正为中国新发展，
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注
入新的动力。

（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

四大效应日趋显著 进博会“永不落幕”

11 月 10 日，施工机械在通渭县什川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作业（无人机照片）。近年来，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流域生态治理、撂荒地复垦复种相结合，将小块地进
行整合，形成适合机械耕种的大块地，将中低产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为当地农业机械化、规模化
和标准化发展夯实基础。目前全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近 42万亩。 新华社发

甘肃通渭：建设山地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