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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仁虎、罗争光、勿日汗、荣启涵

天高云淡，牛羊成群。
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内蒙古自治区即将

迎来成立 70 周年大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情系草原，立足全局谋
划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为祖国北部边疆制
定了清晰的行动纲领、提供了不竭的发展动
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生态环境更加亮丽，群众生活
愈加美好……

共同守卫祖国北疆，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统筹谋划，指明内蒙古前

进方向

夏日的呼和浩特，骄阳似火。
“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满街飘舞的彩旗和随处可见的标语，洋溢着
节日到来的喜庆。

这是一段荣耀的历史： 1947 年 5 月 1
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内蒙古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告成立内蒙古自治
政府，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正北方，内联八
省、外接俄蒙，生活着 55 个民族，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 70 年沧桑巨变，广袤的蒙古
高原，从昔日荒芜破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到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城
市，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集约化牧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这片美丽、辽阔的土地，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深深牵挂。

2014 年春节前夕，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来到内蒙古，视察边
防哨所，参加冬季那达慕，走进企业社区，看
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福利院的儿童、困难职
工，奔波于三个盟市，行程数千公里。

立足内蒙古独特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发
展脉络，经过深入调研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长远发展提出清晰的战略指引：

———“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
助”；

———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
要桥头堡”。

“守望相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的殷切期望。

“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
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
是登高望远，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
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
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各
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8 万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北疆，是北
方游牧文化的摇篮，也是今天内蒙古自治
区 2500 多万各族同胞并肩奋斗的热土。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这片热土既要保持
美丽的生态，也要建成幸福的家园。

“要坚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
的好传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精心做好民族工作，把内蒙古建成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内蒙古的生态状
况如何，不仅关系内蒙古各族群众生存和
发展，也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
态安全，要努力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对外
开放。

他说：“内蒙古地处‘三北’、外接俄罗
斯、蒙古国，具有发展沿边开放的独特优
势，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

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
格外重视：“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
展，发展口岸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同俄罗斯、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合
作，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
头堡。”

沿着祖国北部国境，内蒙古有 4200 公
里边界线与俄、蒙相接，从东北部的呼伦贝
尔大草原到西北大漠阿拉善盟，18 个口岸
如珍珠点缀。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内蒙古
各口岸货运量和进出境人次都已数十倍于
沿边开放之初，北部的满洲里口岸已成为
我国中欧班列线路最多的口岸。

三个明确要求和定位，深刻阐述了内
蒙古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
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的前进
方向和工作重点，是内蒙古自治区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提
出了清晰的总体发展目标——— “把祖国
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
丽”。 (下转 4 版)

美好梦想 ，奔驰在辽阔草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内蒙古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姜潇、朱基钗

伟大时代领航奋进，大潮
奔涌砥柱中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
层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一
个更加坚强有力的党，正领航
着中国号巨轮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劈波前进。

统领全局 协调各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
不平凡的 5 年。” 7 月 2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
重要讲话，从 9 个方面深刻概
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发展走过的很不平凡的 5
年。这“不平凡的九件大事”
中，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
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
力。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
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挂帅”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等多个领导小组组长，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等
工作的领导……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充分发挥，成为战
胜各种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是保证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每一个相关领域重要
会议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都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对各项工作
进行总动员、总部署。

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2016 年金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的共同意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坚
实的政治基础。

强基固本 筑牢根基

“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就不撤岗！”安徽省金寨县大湾
村第一书记余静向全村百姓作出承诺。两年间，余静扎根大
山，带领当地百姓脱贫攻坚，使大湾村的精准脱贫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老百姓们连连感慨：脱贫路上，党组织是我们的“主心骨”，
第一书记是我们的“领头雁”，带着我们过上好日子了！

2013 年至 2016 年 4 年间， 5564 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
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由中央选派的 19 . 5 万名优秀
干部来到农村，以“第一书记”身份，成了脱贫攻坚一线的“领头
雁”，并在建强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在基层显著提升。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向基层延伸，基层党组

织在各地各行业作用显著增强，党的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从 2013 年起，接续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并将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党员思想认识大大增
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 战斗堡垒更加坚固。分类抓、统筹管，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建设整体提升。在城市，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
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各领域党建互联互
动；在国有企业，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融
入公司治理；对高校，出台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以园
区为龙头，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强化社会组织中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作用，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持续整顿。

——— 制度笼子越扎越牢。治国有常，治党重纲。 5 年来，
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 80 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 ，使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 党员先锋作用充分发挥。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在改
革发展的主战场、在抗洪抢险最前沿，到处活跃着广大党员无
私奉献、实干担当的身影，廖俊波、黄大年、谢樵等一批先进
模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榜样，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如今，450 多万个党组织正在成为 450 多万个战斗堡垒，
8900 多万名党员正在成为 8900 多万名干事创业的先进模范，
密切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汇聚成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

自我革命 焕发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
重要抓手，通过理论武装凝心聚魂，通过整饬作风激浊扬清，
通过严明纪律强化约束，通过“打虎”“拍蝇”“猎狐”惩治
腐败，以刀刃内向、自我革命的决心勇气，有效解决了党内存
在的突出问题，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大大
加强，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下转 2 版）

砥砺奋进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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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党支部书记米吉格家开办的牧家乐
（7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新华社记者孙志平、王林园

“以前收麦子，在外打工的孩子们都要
回来，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得好几千元。”今
年 67 岁的贾书民是河南项城市丁集镇官庄
村人。他告诉记者，从去年起，家里 7 亩多
地全都托管给种植专业合作社了，“两个儿
子在外安心打工，每年分别能赚 10 余万
元，我不用守着几亩地，也不那么累了。”

近年，项城市土地托管模式逐渐成熟，既
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
权，也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
出来。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说：“面对种地人
口的日益老龄化，种植合作社的土地托管模
式破解了谁来种地、地如何种的农业困局，是
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的趋势之一。”

贾书民以每年每亩 1000 元保底收入的
价格把 7 亩多地托管给项城市红旗合作社，
自己平时在合作社打工，一个月能赚 1500
元，一年下来，能收入 2 万多元。“托管
前，自己种地， 1 亩地一年到头也就赚五、
六百元。”贾书民说。

红旗合作社以“你在外安心挣钱、我在

家帮你种田”为理念，今年帮助农民种了
16 万亩田地。合作社董事长栾玉亭说：
“有些老百姓对土地情结浓厚，把土地托管
给合作社种，地还是农民自己的，收益也是
农民自己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项城推出半托管、全托管两种模式，供
农民自主选择。半托管也叫“点单式”托

管，地里种什么、土地如何管理由农户自
己说了算，合作社只提供批发价的种子、
化肥、农药等，农户可单独购买“深耕”
“旋耕”“播种”等项目。

“我们更鼓励全托管，有利于规模化
种植。”栾玉亭说，全托管也叫“保姆
式”托管，合作社负责种子供应、耕地、
播种、施肥、打药、收获、销售等耕、
种、管、收全过程，农户既不用出力，也
不用出钱。卖粮后，从售粮收入中扣除托
管费用，剩余归农户自己。

“土地托管可以通过连片种植，快速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全面应用和升级，实现
相对标准化的操作，从而使产品的可追溯
性和农业大数据监测得到保障。”长期与
红旗合作社合作的河南西华县无人机产业
园负责人徐雷告诉记者， 1 台无人机喷洒
农药 1 小时可以覆盖 100 亩，而且农药利
用率大大提高。

项城市提供的数据显示，农户把土地
托管给合作社，每亩能够增产增收 446 . 5
元。通过农资集中采购、规模化机械作
业，每亩地投入节省 246 . 5 元；推广深

耕、深松等科学种植技术，每亩平均增产
粮食 100 公斤。几年来，红旗合作社带动
285 户 1140 人实现脱贫。

丁集镇官庄村农民孔勇敢不到 20 岁
时因为意外失去双手，今年 42 岁的他上
有 80 多岁的老父亲。他说：“如果只守
着家里 2 亩 4 分地，没有托管给红旗合作
社，收入太低，日子没奔头。”

“孔勇敢尽管没双手，但练就了用小
臂干农活的功夫。土地托管后，也在红旗
合作社打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
心。”官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中玉说，孔
勇敢所在的自然村贾桥共托管了 500 多亩
地， 130 多户中有 96 户村民都把土地托
管出去了。

“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土地托管面积，
给广大农民当好‘地保姆’。既靠科学种田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让以前不能外出务工
的农民安心去打工。”栾玉亭说，希望银行
能加大支农贷款力度，为扩大托管规模提
供资金支持。“托管前期垫资大，每亩小麦
需垫资 300 元、玉米 220 元，资金压力不
小。” 新华社郑州 8 月 6 日电

“地保姆”破解谁来种地难题
河南项城市探索土地托管模式见闻

8 月 6 日，一片树叶落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被雨水打湿的地面上。今日“立秋”，大自然的一
草一木渐露秋容，风华绝美。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秋高气爽

■新媒接入

聆听中国：

陪你去草原

扫描二维

码，陪你去草原，聆

听内蒙古大草原上

的声音。

 8 月 6 日，厦门会晤志愿者在厦门大
学明培体育馆学习国际礼宾礼仪。

当日，1000 多名厦门志愿者分别在厦门
大学明培体育馆和鼓浪屿现场集中学习国际
礼宾礼仪。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厦门志愿者

笑迎金砖客

▲在河南省项城市红旗合作社，一名工
作人员在展示合作社社员证（ 7 月 26 日
摄）。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四季阳坤农业园大棚内培育的蔬菜秧苗（ 8 月
6 日摄）。目前，北京大兴各庄镇各农业园区一片繁
忙，准备秋季生产。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京郊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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