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2021 年 10 月 25 日 7 时至 15 时，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1例（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新增确诊病例

具体情况如下：

确诊病例：10 月 24 日，伊金霍洛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接到巴彦淖尔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巴彦淖

尔市 1 名到伊金霍洛旗运煤司机在五原县人民医院核酸检

测结果呈可疑阳性。10 月 25 日，经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复核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现已转入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隔离

医学观察，其他相关流调、排查管控、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

行中。

截至 2021 年 10月 25日 15时，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 4 例、疑似病例 1例，本土确诊病例 63 例（呼

和浩特市土左旗 2 例、新城区 1 例，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

15例，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1例，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43

例、阿拉善左旗 1例）、疑似病例 1例（在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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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同心战“疫”守护家园

疫情面前，呼和浩特一定行！

10 月 24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内蒙古第四医

院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

刻认识当前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和防控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从严从快

从细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石泰峰首先来到新冠肺炎救治定

点医疗机构内蒙古第四医院，与相关负

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医院在收治床

位、医疗设备、医护力量、物资储备等方

面的保障情况，深入了解病患救治转运

工作流程、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情

况的工作预案和充分准备，合理摆布医

疗资源，严密细致做好患者救治工作。

要特别关心爱护长期奋战在一线的医

务人员，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他勉励医务人员继续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随后，石泰峰来到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过视频与二连

浩特市、额济纳旗指挥部连线，听取两

地应对处置疫情工作情况汇报，详细询

问疫情防控中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还

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需要给予什么支

持，并认真听取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他强调，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

重大政治任务，各级要深刻认识疫情形

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防控任务的艰巨

性繁重性，深刻吸取工作中的教训，进

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力度做好防控

工作，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快速、全覆盖

落实到位。要统筹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

源，加强工作沟通和衔接，迅速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打

通堵点、接通断点，务必把各环节工作

各项举措抓实抓细抓到位。要切实加快

核酸检测速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完成检测

任务，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人。不论是

检测还是流调，都要突出“快”和“早”，

千方百计抢时间、与病毒赛跑。要严之

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地做好隔离

管控工作，加强隔离场所规范管理，严

格落实闭环管理要求，坚决防止出现漏

管失控、交叉感染。要周密细致做好隔

离人员服务保障工作，换位思考、将心

比心，切实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需求问

题，妥善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要想尽

一切办法全力做好患者救治工作，强化

院感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感染外溢的

底线。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及二连浩

特市、额济纳旗要坚决扛起疫情防控重

大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进入战

斗状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主要领导同志要站在一线、靠前指挥，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紧接着，石泰峰主持召开会议，听

取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及各工

作组汇报。他强调，指挥部要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打起精神、严阵以待，

以过硬的工作作风投入到疫情防控中。

要加强统一指挥调度，完善提级指挥、

靠前指挥、一线指挥的领导机制，动态

调整完善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要加强

对各地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

推动各地各方面全面从严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出

空档、不出断档，坚决遏制疫情扩散传

播。对因工作不实、防控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要指导各地

注意把握好防控工作的方式方法，既要

做到严防死守，又要防止处置失当。各

级指挥系统必须保持在线状态、激活状

态，实行扁平化管理，做到分工更加科

学、衔接更加顺畅，切实高效运转起来，

防止打乱仗，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快速开

展、精准落实。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发

布疫情信息和防控进展情况，主动回应

社会关切。

自治区领导张韶春、包钢、丁绣峰

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据《内蒙古日报》

石泰峰在内蒙古第四医院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调研督导时强调

从严从快从细落实防控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10 月 23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全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

遏制疫情传播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领导必须靠前指挥到位、人员必须

动员组织到位、措施必须精准到位、规范

必须执行到位、漏洞必须补救到位、保

障必须及时到位、配合必须协调到位、

责任必须落实到位、监督必须跟进到

位、宣传必须引导到位。据《内蒙古日报》

近年来，兴安盟委、行署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盟

之本、发展之基，不断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做大金山银山

的“价值”。2018 年、2019 年，兴安盟阿尔山市、乌兰浩特市先

后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称号，阿尔山市还被命名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20 年，兴安盟

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2021 年，兴安盟获评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全国第五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

单位。

“两米两牛”引领绿色发展

“两袋米、两头牛，红红火火搞旅游”是兴安盟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战略目标方向，也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经典概括。全力打造“兴安盟大米”“兴安盟牛肉”等绿色

品牌，将绿色生态作为最宝贵的资源、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厚

植生态优势、加快生态资源转化上下功夫，致力打造绿色农畜

产品加工输出基地，不断提高兴安盟独特的区域品牌优势。

绿色为本 推动产业转型

兴安盟大力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蒙中医药等新兴产

业，形成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持续竞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做

大做强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实施煤电节能减排与升级改造行

动计划，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以水润城 绘就生态画卷

一水护城将绿绕。随着生态环境日益变好，乌兰浩特市

洮儿河两岸已成为兴安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行走在洮

儿河畔，举目望去，两岸稻鱼共生、草木丰盈，大量的水生生物

与鸟类在此栖息，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兴安盟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创新生态富民机

制，坚持因地制宜、绿色发展，探索出一条致富与生态文明建

设“双赢”的新路。目前，兴安盟果树经济林面积 105万亩，其

中盛果期面积近 20万亩，鲜果年产量 4亿斤、产值 3.2 亿元。

全盟现有自治区级林木品种 8个，育苗生产经营户 3000 余

户，育苗面积 4万余亩，年产苗木 2.7 亿株。在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的同时，带领村民走上了一条“绿富同兴”之路。
来源：学习强国

本报记者 赵永光

金秋十月,遍地金黄，田畴似锦，瓜

果飘香。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

镇好联丰有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好联丰）里，颗粒饱满的玉米“躺”

在厂区晾晒场上晒阳阳，在阳光的照射

下闪着金光，伴随着加工厂不间断传出

机械的轰鸣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丰收的背后，正是经历了未雨绸缪、

坚持不懈的走有机种植、加工融合发展

之路。 （下转 2版）

王莉霞：坚决做到“十个必须到位”全力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与山盟，与海盟，与兴安盟
———写在兴安盟荣获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称号之际

乌兰浩特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两河交汇。毕力格 摄

好联丰有机种植延伸产业发展链 助力增收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本报评论员

一场关系到每个人生命健康的疫

情防控战再次打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近

日，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及二连浩特

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自治区党

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各司其职、

协调联动、紧急动员、迅疾行动，把应

急处置和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急

中之急、重中之重，科学防控、精准施

策，严把关口、严防死守，全力以赴筑

牢疫情防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有灯塔才能引领航向，有核心才

能万众一心。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全区各地

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

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的坚决

行动；有各部门上下同心，全面调运；

有每一位在“战疫”一线人员的担当和

责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底

气尽早战胜疫情。

面对疫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内蒙古第四医

院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从

严从快从细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亲临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现场指挥督导疫情防控工

作，她强调当前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复

杂，各项防控工作都要再加速、再精

准、再严实，倾尽全力坚决遏制疫情传

播势头。自治区红十字会紧急调运总

价值近 75 万元的防控物资驰援额济

纳旗，调集价值近 50 万元的疫情防控

物资驰援二连浩特……。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系统雷厉风行，严肃查处借

疫情防控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违法行为。呼和浩特 10 月 24 日启动

全员核酸检测，文化旅游广电局在疫

情发生第一时间就暂时关闭全市网

吧、KTV、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广大党员干部挺

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以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阿拉善盟，曾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阿拉善盟蒙医医

院护士萨日娜第一时间向党组织递交

了请战书：“作为共产党员，具有支援

武汉抗疫的实战经验，本人申请参加

支援家乡抗疫工作。”在二连浩特市的

抗疫一线，入党 27 年的马玉库主动向

社区申请，站在了小区防疫一线。关键

时刻，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一个个战斗

堡垒巍然矗立。

除此以外，医生、护士、警察、保

安、公交司机、普通民众……因为疫

情，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挺身而出，守护

着各自的城市。万家灯火映照之下，他

们憔悴的面容依然美丽，他们疲惫的

身影依旧耀眼。

关键时刻，各方力量迅速集结。这

种速度，是天生不向灾难低头的倔强；

这种精神，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信

仰；这种力量，源于每一个为战胜疫情

拼搏的人。“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

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

归流的洪荒伟力。”我们坚信，只要我

们在一起，内蒙古一定赢。

我们在一起，内蒙古一定赢

走进乡村看小康

截至 10 月 25 日 15 时
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最新情况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诚信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诚信兴商”宣传月（宣）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诚信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诚信兴商”宣传月（宣）

锡林浩特市全面启动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

（7版）同心战“疫”守护家园 （8版）同心战“疫”守护家园

额济纳旗保障物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