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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 11日讯 （记者 白丹）1月 11日上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

内蒙古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亚平等到会

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延昆、罗

志虎、其其格、魏国楠、安润生、张磊、张佰成、杨劼、孙俊青和

秘书长杨利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张延昆主持会议。罗志虎代表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杨伟东、包钢、郑宏范、丁

绣峰、孟宪东、黄志强、李玉刚、胡达古拉、于立新、林少春、张

院忠、段志强、和彦苓、张韶春、艾丽华、李秉荣、奇巴图、包献

华、郑光照、么永波、马学军、张华、欧阳晓晖、杨宗仁、李琪林、

李永君、蔡高才、狄瑞明等。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525人，实到492人，符合规定人数。

报告指出，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履职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

展历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内蒙古发展历史上极为

重要的五年，也是自治区政协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的五年。五年

来，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响应

全国政协的新举措新要求，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贯彻落实中央

和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为牵引，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牢牢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的主轴、主线和中心环节，坚持

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报告从“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把广泛凝

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彰显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

是奋进的动力的时代价值；坚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务

实建言，努力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上聚

焦用力；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以提质增效为抓

手全面提升专门协商机构效能；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民

政协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强化履职政治保障”五个方面回顾了过

去五年的工作。总结了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常委会在履职实践和

探索尝试中的经验启示：必须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必须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必须广泛凝聚人心和力

量；必须聚焦党政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必须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

理念；必须以守正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报告提出了 6点建议：一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区社会各界聚焦二十大确定的战略

任务团结奋斗；二是锚定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

大任务和自治区党委确定的奋斗目标，深入开展政协协商，把

智慧力量汇聚到现代化内蒙古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三是全

面强化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在“双向发力”中深化团结联谊，广

泛汇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四是深入推进政协工作改革

创新，更好发挥盟市、旗县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全

面提升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五是切实加

强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履职本领，在强基

固本中展现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六是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着力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断提高

政协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其其格作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五年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住区全国政协委员，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应邀列

席会议。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孙绍骋王莉霞任亚平等到会祝贺 张延昆主持开幕大会

1月 11日上午，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内蒙古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 月 11 日上午，张延昆主持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开幕大会。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1月 11日下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孙绍骋出席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林少春主持会议，副主任

张院忠、段志强、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

在主席台就座。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现有代表 538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

表509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指出，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大会将如

期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人代会，对于鼓

舞和动员全区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现代化内蒙古建

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指导

思想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力发扬

蒙古马精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

更加亮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内蒙古贡献。

会议要求，各位代表要按照大会的

指导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审议各项议题，认

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共同努

力把这次会议开成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议程，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

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议案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后，全体代表集中观看了《警钟长

鸣》警示教育片。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孙绍骋出席

新元肇启，华章日新。今天，备受全

区各族人民关注的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隆重开幕。来自全区各地、各条战

线的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依法行使职

权，满怀豪情共谋内蒙古美好未来。我们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一

次换届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会议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安排部署

未来发展任务，进行一系列重要的人事

选举。开好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提振

信心、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谱写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

成功是奋斗出来的。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召开以来的五年，是内蒙古

发展进程中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五

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年参加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2019

年亲临我区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

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这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

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全面小康目

标如期实现，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发展动力活力

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重大风险隐患有

效防范，民族团结局面巩固发展，推动

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过去的五年，也是自治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不断取得新进展、

开创新局面的五年。五年来，自治区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

古“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的战略定位，坚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积

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提高立法

质量和效率，着力提高人大监督刚性和

实效，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机制，尊重人大

代表主体地位，全面提升履职水平。5年

的砥砺奋进，体现了强烈的大局意识，交

出了厚实的人大“答卷”，为推动和促进

我区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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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足 发 展 信 心 凝 聚 奋 进 力 量
——热烈祝贺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本报 1月 11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1月 11日，记者从自治区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获悉，自治区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工作已准备就

绪，将于 1月 12日在呼和浩特召开，正

式会期4天半。

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批准，本次

大会的指导思想是：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

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大力发扬蒙古马精神，

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

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

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把

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

亮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内

蒙古贡献。

发布会介绍，本次大会共安排4次

全体会议和 4 次主席团会议，有 14 项

议程。主要议程包括：听取和审议（审

查）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院”工

作报告共6项报告，审议自治区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选举

事项等。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 1月 11日讯 （记者 李晗）
1月 11日，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成员71人，出席本次会议64人，符合

法定人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林

少春主持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

团常务主席名单》。主席团常务主席为

孙绍骋、林少春、张韶春、段志强、艾丽

华、李秉荣、吴艳刚、施文学。

自治区党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孙绍骋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日程、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副秘书长名单、关于代表提出议案截止

时间的决定以及表决议案办法。大会

决定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为2023年

1月13日12时。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周凯作的关于

大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

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

草案。会议听取了周凯作的关于自治区

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

人员人选表决办法和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的说明，表决通过了设立自治区十四届

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自治区十

四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

表决办法草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法制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民族侨务

外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农牧委

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草案。决定将以上通过的决定、办

法和名单草案印发全体代表审议以后，

提请大会表决。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孙绍骋主持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

就，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各地

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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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推动五大任务见行见效
本报1月 11日讯 （记者 白莲）

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组织成员单位开展科研

攻关项目70项，通过产学研融合发展取

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为推进奶业振兴、实现

乳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了解，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自

2020年创建以来，先后承担自治区“科技

兴蒙”重点专项、“自治区国家乳业技术创

新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重点研发计划，组

织成员单位开展科研攻关，产出包括奶牛

繁育与养殖、营养与健康、乳品工艺技术

及包装、乳品安全与品质等领域的多项重

要成果，已申请专利87项，发表论文57

篇，发布标准9项，出版专著1本。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理事长张

剑秋介绍说：“奶牛繁育方面，中心创

新、集成了一批先进技术，奶牛 OPU-

IVF-ET（活体采卵－体外受精）技术

已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在科学饲养

方面，创新、集成了犊牛无抗日粮、犊牛

抗腹泻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使0—60

日龄哺乳犊牛日增重达 930克。在万

头规模牧场应用示范方面，实现奶牛平

均日单产奶 41公斤以上，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中心还开发出国内行业领先

水平的‘NIAS物质非靶向筛查技术’、

填补领域空白的国民营养需求评估工

具‘营养素度量系统’，并攻克关键技术

实现菌酶协同技术制备乳肽，助推乳品

行业不断实现健康升级。”

70个科研攻关项目助力奶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