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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新
时代的内蒙古始终保持着满格状态。

这状态，源于谋新首要务实、行动
见诸于效的发展认识，形于奋发方能有
为、担当贵在作为的真格举措。

内蒙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突出一个

“实”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各级干
部察实情、出实招、重实干、务实功，切

实增强报账意识、交卷意识、成果意
识。怎么利于发展就怎么干，而且还是
说了就干、马上就办、办就办好，雷厉风
行跑出干事创业加速度。与此同时，坚
决做到“七个摒弃”，强化有解思维，树
牢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从激励干部改进作风到讲究细节、
精准服务，多举措齐发力把内蒙古的形
象立起来；

先后出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12
条措施和容错纠错的8条意见；

开展“担当作为好干部”评选表彰，评
选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100名优秀干部；

部署开展“优化职能职责、优化工
作流程”专项行动；

针对“三多三少三慢”问题，着力在
规范、精减、提速上下功夫；

■下转第6版

内 蒙 古 状 态

新华社北京3月 8日电 （记者 张汨汨 梅常伟）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下午在

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党

中央把握强国强军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着眼于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的

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好这一部署，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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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会上，来自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刘泽金代表、来自军

委装备发展部的饶文敏代表、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王宏宇

代表、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唐林辉代表、来自陆军的宛金杨

代表、来自海军的王亚茹代表依次发言，就国家实验室建

设、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国家

储备建设、边海防工作、全民国防教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不时同他们互动交

流。在6位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重点围绕巩

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提出要求。他强调，巩

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

下功夫，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

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

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指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

复杂系统工程，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

体推进。要深化科技协同创新，建设好、管理好、运用好国

家实验室，聚力加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快推进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谋取国家

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要强化国防科技工业服务强军胜

战导向，优化体系布局，创新发展模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善于算大账、综合

账、长远账，提高共建共用共享水平。要加快构建大国储备

体系，提升国家储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必

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这些年，各有关方面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协力推进有关重大改革，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要坚持问

题导向，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

密协作、规范有序的工作格局，更好推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要弘扬拥

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

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的浓厚氛围，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

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会前，习近平亲切接见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李

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民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本报北京 3月 8日电 （记者 刘
晓冬 章奎）3月 8日下午，出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在

驻地召开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关于修

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推选监

票人。

代表团团长孙绍骋、副团长王莉霞

参加审议并发言。副团长于立新、张韶

春主持会议。大会法案组有关同志到会

听取意见。

孙绍骋代表说，这次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国务院机构

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交大会审议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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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对科技、金融、数据、乡村

振兴、知识产权、老龄等重点领域的机

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作出了合理安排，

使机构设置更加科学、体制机制更加

顺畅、运行管理更加规范，对于转变政

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我们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稳步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高质量完

成内蒙古机构改革任务。

王莉霞代表说，完全赞同和拥护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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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转变政府职能，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增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

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一定把思想和行动高

度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

不移拥护和推进改革，扎实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严肃改革纪律，全力以赴、

不折不扣完成好各项改革任务。

代表们对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

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

案表示一致赞同，推选了监票人。

内 蒙 古 代 表 团 审 议 关 于 修 改
立法法的决定草案等 推选监票人

孙绍骋王莉霞发言

本报北京3月 8日电 （记者 刘
晓冬 章奎）3月 8日上午，出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在

驻地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代表团团长孙绍骋参加会议并发

言，副团长王莉霞发言，副团长刘爽、郑

宏范主持会议并发言。大会法案组、简

报组、文件起草组有关同志到会听取意

见。

孙绍骋代表说，栗战书委员长所作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通篇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一，是一个高举伟大旗帜、彰显制度优

势、弘扬法治精神、饱含为民情怀的好

报告，我完全赞成。过去的 5年，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在立法、

监督、代表、外事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报告概括提炼的“六

个必须”，深化了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的

认识。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

贯彻报告对今年人大工作提出的建议，

深入推进地方立法，整合监督力量、着

力提升监督质效，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中更加注重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开创

内蒙古人大工作新局面。

王莉霞代表说，完全赞成栗战书委

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

鲜明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党

中央召开人大工作会议，推动人大制度

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特

别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作出了原创

性贡献，使人大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更

加巩固完善。过去5年，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

大精神，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

履职尽责，着力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作

出了示范和样板。从政府工作角度讲，

一定要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工作等制度

规定，统筹做好接受代表评议、办理代表

建议、配合视察检查等工作，习惯在监督

下开展工作、在监督中履职尽责，努力

完成好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全方位建设好“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

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篇章。

布小林代表说，栗战书委员长所作

的工作报告，充分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充分彰显了我们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坚实步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新时代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从宪法制度建设

和宪法实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都是历史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紧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各方面的成就令人鼓舞，展示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巨大优势。我完全赞同报告。

唐朝、李斌、林少春、张韶春、杨进、杨宗仁、李永君、张锐、

闫宏光、奇玉琴、郭玉峰、徐建兴、王志平、郭大勇、奇飞云、王召

明、史玉东、邢界红、赵会杰、及永乾、陈爱雪、杜汇良、鞠树文、王

臻、苏和、王旺盛、孙莹、王彩云、贺海东、庄河、吴英、刘彦冰等代表

发言。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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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3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这是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亲切接见代表团全体
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 3月 8日讯 （记者 宋爽）
3 月 8日上午，住内蒙古全国政协委员

分组审议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自治

区政协主席张延昆，自治区党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自治区副主席白

清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孙俊

青分别参加所在界别小组审议。

委员们一致认为，此次修订政协章

程，是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时代

要求，对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政协事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章程修正案草案在总纲中增写了“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

表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最大优势和最显著特征，■下转第3版

住内蒙古全国政协委员分组审议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
张延昆参加

春潮奔涌，锦绣迎新。
又是一年两会时，昂扬奋楫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5日参加他所在的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
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幸福
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
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民
生关切，展望美好图景，畅谈未来打算，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上，凝聚起团结奋斗、向着更美好生活不
断前进的信心与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日暖阳中，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

桥镇乡桥镇村村民正忙着大棚升级改
造，温室里各种蔬菜青翠欲滴。

来北京前，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樊九平代表一直为此奔忙。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最终目的，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心
坎里。”樊九平说，“靠着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就像种下的山地
苹果，越来越红火！”

■下转第2版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从全国两会看民生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