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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秀芳 韩继旺 哈丹宝力格 杨勇



新华社北京 2月 21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2月 21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 26日
至 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
会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讨论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稿，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
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任务，按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的原则，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
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为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继续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大对深化机构改革
作出重要部署，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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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义重大而深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要求，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党中央机
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
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深化重点领域机构
改革，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
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
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
管理上更加高效。

会议讨论了向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
人选和向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会议确定将以上内容作为二十届二中全
会的议题。

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拟提请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稿。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
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蓝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
求，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我们有力
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
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
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
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要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
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 定 召 开 二 十 届 二 中 全 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 2 月 21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开年后，内蒙古招商引资如火如荼，
前来洽谈合作、寻求商机的客人络绎不
绝。2月 21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彤宙率队来我
区深入洽谈、谋求合作。孙绍骋、王莉霞
在呼和浩特会见王彤宙一行。

中交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特
大型央企，在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等领
域形成规划、设计、建造、投资、运营全产

业链一体化服务优势。“十三五”以来，中
交集团在内蒙古累计新签合同额约
1200亿元，涉及交通基础建设、城市综
合开发、生态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目
前，在建项目合同额约400亿元。

会见中，孙绍骋说，内蒙古是边疆民
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地域辽阔，水利、交
通、市政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
需求巨大。现在，我们正在聚焦聚力抓
好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

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
件大事，同中交集团能够合作的领域很
广。你们有实力，我们有需求，希望双方
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明确具体对接部
门，深挖互利共赢的合作潜力，尽快形成
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和成果。同
时，希望中交集团多带着内蒙古的国有
企业一起干，帮助我们提高国企经营效
益。

王彤宙首先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

期以来给予中交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中交集团的基本情
况、近期发展和下步工作思路。他说，中
交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支持内蒙
古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的五大任务，
多从服务地方发展的角度创新合作模
式，通过探索设立子公司等办法把更多
的收益留给当地，更好支持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

黄志强、于立新参加活动。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来我区洽谈合作
孙绍骋王莉霞会见王彤宙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章奎）
2月 21日，王莉霞主持召开晋位升级第
一场工作调度会，聚焦第二产业与大家
一起找差距、理思路、想办法，研究采取
什么样的举措实现追赶超越。

会上，自治区发改委就推动实现
经济总量晋位升级作专题报告，通过数
据分析、案例对比，提出工作建议。自
治区能源局、工信厅、住建厅分别汇报
了本领域追赶超越目标和具体措施。
王莉霞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具体问题
与大家交流，并提出工作要求。

王莉霞说，晋位升级承载着党中央
对内蒙古一以贯之的期望和重托，要提
高政治站位，客观看待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树立雄心壮志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
展质量，真抓实干、紧抓快干。一是抓总

量、比块头，推动农牧业做大做强、工业
聚链成群、建筑业强筋壮骨、服务业提质
增效。二是抓结构、比质量，在贯彻新发
展理念和转方式调结构上下功夫。三是
抓招商、比落地，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产
业、管招商，各厅局长要带盟市、帮企业、
推项目，每周都要有新进展。四是抓项
目、比进度，不遗余力推动谋划的项目在
上半年全部开工。五是抓企业、比体量，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做大做强，引
进企业要抓好落地。六是抓节约、比效
益，促进粗放式发展方式向精细化管理
转变。七是抓环境、比服务，不断提高政
府效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服务好
不好由企业和群众说了算。

自治区领导黄志强、奇巴图、包献
华、郑光照、白清元、杨劼参加。

争 分 夺 秒 跑 起 来
紧 追 快 赶 抓 发 展

王莉霞主持召开晋位升级
第一场工作调度会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做大做强农牧业，
必须牢牢把握促进农牧民增收这个中心任务，
让农牧民腰包鼓起来。

促进农牧民增收有很多渠道，首要的是把
经营性收入提上来。我们内蒙古优质农畜产
品不少，但很多好东西没卖上好价钱，农牧民从
中也没赚到多少钱。我们要健全完善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发展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
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把“土特产”往精了做、往细了做，把农牧业
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牧民。

土地是农牧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把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盘活了，
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做实了，农牧民的财产性收
入就能提高一大截。务工是农牧民收入的重
要来源，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
容量大的城乡富民产业，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
实施政府投资的乡村建设项目，能有效帮助农
牧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落实好国家惠农惠
牧政策，把该给的补贴给到位，对农牧民来说也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些工作都要紧抓在手。

实现共同富裕，不只增收这一项，还要让广
大农牧民和城里人一样，都能过上现代文明生
活。现在我区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差别还很大，各级要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拿出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举
措，不断提高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
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和美乡村形神兼备、宜居宜业。

天大地大，人民最大。党和政府多为农牧民着想，农
牧民自己多加油使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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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的融合与流变，蕴藏着更
具穿透性的生活魅力，强化了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

“循迹西口”采访组一行在长城南
北、黄河两岸采访，一日三餐，饭菜趋
同，口味接近，无异乡之感，偶有特色菜
肴入桌，令味蕾牵魂，念念不忘。

餐桌标配 面中美味

记者在“循迹西口”途中看到，荞面
碗托几乎是晋陕蒙各地餐桌必不可少
的风味小吃。各地碗托大多佐以汤汁、
黄瓜丝、红尖椒丝配菜，区别不大，唯有
两种“极致碗托”让人印象深刻：偏关县
的杨建波碗托，只放蒜汁与芝麻；准格
尔旗龙口镇马栅村的胖胖驴肉碗托，什
么配料都可以放。

在偏关县采访时，碗托店老板杨建
波一再强调，碗托只放蒜汁与芝麻，才
能吃出荞麦特有的清香。记者买了几

碗品尝，并没有品出特别的味道，杨建
波见大家一脸疑问，便说：“你们吃得
太快了，要细细品味，才能吃出荞麦的
清香。”

杨建波碗托店门前的文笔大街，因
偏关县文笔凌霄塔而得名，街上行人
步履悠然，广场舞者夜半方散。慢节
奏小城的人们，有着自己独有的味蕾

记忆，自然能品出碗托的荞面清香。
杨建波一天能卖四五百碗碗托也就不
足为奇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建波笑
着说：“内蒙古准格尔旗马栅村的碗托
一定适合你们的口味，配料多，想放啥
就放啥。”

在马栅村，坐在院门外聊天的铁匠

秦少军说，马栅村村民大多是山西走
西口者的后代，几乎家家都会做荞面
碗托，但是因程序繁琐，人们现在都去
市场买现成的吃。秦少军推荐记者去
胖胖驴肉碗托店一饱口福。

胖胖驴肉碗托店是夫妻店。山
西省保德县的王娜与马栅村村民许
建国 2009 年结婚，于 2014 年开始经
营胖胖驴肉碗托店。因王娜的碗托
制作手艺是家传的，小店开业伊始便
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年收入达
12万多元。

王娜的父亲现在还在山西省保德
县经营碗托生意。王娜说，她父亲做
的碗托还是传统口味，无法满足准格
尔旗人的口感要求，她与丈夫许建国
除保留传统调配汤汁外，大胆添加了
驴肉、鲜豆腐、油炸豆腐、鸡蛋、火腿等
内蒙古人爱吃的配料，颇受欢迎。

■下转第6版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初春时节，置身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毕克齐镇小里堡村的优然牧业
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数字化气息扑
面而来——

奶牛身上佩戴的项圈、耳标等智能
设备，能够实时监测奶牛的休息时间、
反刍时间和体温变化；通过物联网技
术，可以自动调节牛舍的温度、湿度、光
照等，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完善防暑
降温、防寒保暖等设施，营造适宜奶牛
生活的舒适环境；通过“犊牛自动饲喂
器”，可以根据犊牛自然生长需求，为每
头犊牛提供精确的奶量……

数字，正在掀起一场效率变革。透
过一个个颇具前瞻性的数字化应用场
景，奶业未来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

据了解，乳业上游产业链数字化的
空间巨大，数字化将成为产业发展的助
推器。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料奶供应商、
中国最大的奶牛育种企业，优然牧业持
续推进数字化升级，推动奶业上游全产
业链数字化转型。

奶业是内蒙古最具代表性、最有竞
争力的支柱产业。作为内蒙古本土培
育发展的乳业上游龙头企业，在“奶九
条”等政策的支持下，优然牧业不断加
大投建规模化牧场的力度。目前，已经

在我区投资100多亿元建设19座高标
准万头牧场。其中包括全球智能化程
度最高的绿色低碳观光牧场——敕勒
川生态智慧牧场，以及全国最大的牧场
集群——优然牧业沙尔营 4.2万头“牧
光互补”生态养殖奶牛牧场集群。

“数智”先行，科技创新赋能奶业产
业链。优然牧业的数字化进程，只是我
区奶业振兴的一个缩影。我区立足得
天独厚的奶业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奶业
向更广、更深、更高水平发展壮大。

今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饲草基地、种牛基地、养殖基地建
设，全力解决草源、牛源、奶源问题，“从
一棵草到一杯奶”全链条发力。优然牧
业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奶业产业链”，助
推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去年，两头克隆种公牛“优优”和
“星星”在赛科星国家级育种场诞生！

“优优”和“星星”由优然牧业赛科星
研究院技术团队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涌院士团队共同培育。让人惊喜的是，
这次克隆胚胎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
上，移植受体妊娠率较国内技术平均效率
提升1倍，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在培育适合
我国饲养环境且具有高生产性能的世界
级种牛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选择被克隆的种公牛都是从父母
五代系谱符合遗传要求的种公牛中筛
选出的优秀后代， ■下转第6版

“数智”先行，科技创新赋能奶业产业链

本报2月 21日讯 （记者 霍晓庆
实习生 邬思湉）记者从 2月 20日召开
的全区乡村振兴局长会议上获悉，今年中
央、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
比重将达到60%以上，重点支持产业基础
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开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2022年，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重点
投入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中，用于支持种
植养殖、农畜产品加工、冷链电商等产业
项目 1889个，带动全区 25.3万脱贫人口
和监测对象增收。

2023 年，我区将继续着力培育提升
产业竞争力，围绕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支持在脱贫旗县布局产业集群和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建设项目，使每个旗
县形成 2—3 个主导产业。依托特色资
源，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做好“土特产”
文章，开展土特名优品牌创建活动，全方
位开展集采、展销活动，提高土特产品知
名度美誉度，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要
健全并落实好联农带农机制，对财政衔接
资金和帮扶资金支持的经营性帮扶项目，
通过订单生产、托养托管、产品代销、保护
价收购等多种形式，实现农牧户与经营主
体抱团发展、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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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2 月 20 日，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电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A 级大数据中心
项目施工现场，中建三局的工人正在抢抓工期赶进度。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
面积 9.3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对于内蒙古持续推动电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
能源企业绿色低碳与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电力项目施工忙

短评

本报 2月 21日讯 （记者 白莲）
近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发布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
测报告 2022》《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
力评价报告 2022》，我区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双双上榜。

据悉，呼包两市同属于创新应用类
别城市，呼和浩特市在35个创新应用类
别城市中排第 4位，包头市排第 12位。
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中，呼

和浩特市排第50位、包头市排第73位。
记者了解到，去年，呼和浩特市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达 到 52.4 亿 元 ，增 幅
12%；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实现六连
增，达到 1.68%。截至 2022 年底，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46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达到 413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量均居全区首位。开展规上
企业研发活动“三清零”行动，建立企业
研发中心 30 家，有效推动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2022 年，包头市加快建设创
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获批建设内蒙
古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创建
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
2022 年底，该市自治区级以上研发机
构达到 296 家、高新技术企业 280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243家，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投入经费达到 63.11 亿元，占
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的 93.6%，同比增
长20.5%。

呼包两市上榜国家创新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