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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新区
秀出“数字新魅力”

（3版）政经

本土高端财经媒体

与内蒙古经济同行

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内蒙古商报》

本报记者 张鑫

11 月 27 日 8 时许，迎着充满希望的朝阳，各代表

团党代表们身着正装，佩戴党徽和代表证，踏着矫健沉

稳的步伐徐徐而来……

当日 9时，承载着 2400多万草原儿女希望和梦想

的历史盛会———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在内蒙古人民会堂隆重开幕。这是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过去

五年的回眸，未来五年的憧憬，在此刻交汇。

11月 2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11月 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27 日、28 日两天，石泰峰分别参加了乌兰察布市

代表团、呼和浩特市代表团、赤峰市代表团审议；王莉

霞分别参加了兴安盟代表团、鄂尔多斯市代表团、巴彦

淖尔市代表团审议。

回望五年，成就鼓舞人心。五年来，内蒙古“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打造祖国

北疆亮丽风景线迈出坚实步伐。

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全区上下不懈努力，

“两个屏障”更加牢固，“两个基地”量质齐升，“一个桥

头堡”作用彰显，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迈出重大步伐。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代表们意气风发、

豪情满怀。宏伟的事业在拼搏奋斗中铸就，壮丽的华章

在砥砺前行中谱写。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内蒙古将昂首阔步新时代赶考路！

五年拼搏奋进，五年春华秋实。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在“十四五”新征程全面开启的关

键节点，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开幕。

11 月 27 日，呼和浩特。带着全区 166 万余名党员

的重托，承载着 2400 多万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自治

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在内蒙古人民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各

条战线的 661 名党代表，将共同描绘内蒙古未来五年发

展的壮丽画卷。

初冬的内蒙古，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上午 8时 30

分，与会党代表精神饱满、步履坚定地有序步入会场。会

场内，主席台正中悬挂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红旗

鲜艳似火。会场上方“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会标十分醒目。

上午 9时，大会开幕。全场起立，雄壮的国歌声响彻

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石泰峰同志走上报告席，代表中

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

内蒙古发展新篇章》的报告，声音激昂有力。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履行好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履行好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履行好服务

国家经略周边和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政治责任。”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履行好维护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责任。”

“内蒙古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履行好守卫

祖国北部边疆的重大政治责任。”

铿锵的话语，掷地有声，鼓舞人心。先后激起会场

10余次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代表了党心、民心，凝聚

了共识、力量；这掌声，是代表们的赞许和肯定，更是对

内蒙古未来愿景的期许！

深情回眸来时路，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

年，只争朝夕的奋斗场景历历在目，成绩来之不易。

———现行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

旗县全部摘帽，贫困嘎查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

得到历史性解决。

———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超过六成，“一煤独大”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

———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双提高”，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切实的变化，反映出过去五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辉煌成绩，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

“这是一份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报告。自治区过去

五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振奋。”来自兴安盟代表团的

齐晓景代表说。

继往开来谋新篇，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工作的奋斗目

标、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生动描绘了未来五年令人向

往的发展图景。

———“两个屏障”更加牢固，“两个基地”量质齐升，

“一个桥头堡”作用彰显，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迈出重大步伐。

———区域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城镇体系和基础设

施体系更加完善，乡村全面振兴新格局、东中西部差异

化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成型。

———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优

质均衡。高质量教育体系初步建成，社会保障体

系、卫生健康体系、生育养老服务体系、住房供应保

障体系更加健全……

目标明确清晰，责任使命在肩，奋斗与梦想相连。会

场上，激荡着为改革计、为发展谋、为民生言的新气象，

全体与会代表凝神聆听，不时用笔圈出报告中精彩的内

容。

120 多分钟的报告，系统总结了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以来的工作，全面擘画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全场

热烈的掌声，是代表们赞许和振奋之情的由衷表达。

目光所聚、期盼所寄，是荣誉，更是重托。走出会场，

代表们目光坚毅、步伐稳健。大家纷纷表示，报告描绘了

今后五年的宏伟蓝图，从经济、生态、民生、民主法治、民

族工作、从严治党等多个方面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安排，

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奋进新征程，时不我待。走好赶考路，重任在肩。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代表们信心

如磐、意志如铁，矢志不移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

中国梦而奋斗。

总结昨天，把握今天，成就未来。让我们一起为内蒙

古的昨天、今天、未来点赞！ 据《内蒙古日报》

蓝图已绘就 奋进正当时

为内蒙古的
昨天、今天、未来点赞

11 月 28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

第三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

表团（组）讨论自治区第十届党委报

告、自治区第十届纪委工作报告情况

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组）讨论大会

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

了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自治区第

十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预选

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总监票人、副

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宣布大会计票

人名单。 据《内蒙古日报》

11 月 28 日，石泰峰来到呼和浩特

市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代会报

告。他强调，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首

府，要知责明责、加压加力，扬长避短、培

优增效，着力提升首府核心功能和产业

能级，努力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作表率。

包钢、郑丽娜、张剑秋、贺海东、付金

在等代表先后发言，谈认识、说感受、话

愿景。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石泰峰指

出，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在我们党

成立一百年之际、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

开的，时间节点特殊，意义十分重大。踏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我

们谋划内蒙古发展，必须从政治上看、从

全局上把握，首先要搞清楚、弄明白内蒙

古在新征程上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使

命，以此来确定今后要干什么、怎么干，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跑偏、不掉队。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给内

蒙古指出了在新征程上必须肩负起的重

大责任和使命，因此党代会报告把深化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主

线，并据此提出了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

要求，系统部署了各领域重点工作任务。

全区上下要心怀“国之大者”、顺应民心

所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往无前、

一干到底，扎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切实把

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扛起来、履行好。

石泰峰强调，呼和浩特市要把握好

定位，发挥好优势，努力率先实现高质量

发展。要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取

得新突破，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集聚优

势，集中资源和力量坚决打好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攻坚战，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营造风生水起的创新生态，最大

限度挖掘创新潜力、释放创新活力、激发

创新动力，在推进“科技兴蒙”中打头阵、

挑大梁。要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迈出

新步伐，系统改造、全面优化现有产业体

系和产业生态，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着力培育

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着力推动乳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发展，加快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积极

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

体系。要在提升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上

迈上新台阶，更加注重提升城市规划的

科学性和前瞻性，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抓紧

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着力提升城市

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加快建设智

慧城市、低碳城市，持续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位，努力将首府打造成为现

代化城市。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上展现新担当，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

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深入抓

好大黑河、小黑河、哈素海及大青山等重

点区域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抓好燃煤、交

通、扬尘等污染源治理，全力抓好黄河大

保护大治理，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生态之城。要在防范化解财

政金融风险上体现新作为，牢固树立正

确发展观和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和风

险意识，严格落实有关工作责任和机制，

多措并举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高度重视

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始终做到

在发展中充分考虑安全因素。

石泰峰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

良好的政治生态作保障。要始终保持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与执着，

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以案促

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不断从根子上

清除毒源、割除毒瘤、肃清流毒。要持续

巩固扩大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

整体攻坚战的成效，推动营商环境从根

本上好起来，让良好营商环境成为首府

的亮丽名片。

据《内蒙古日报》

11 月 28 日上午，王莉霞先后来到

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代表团，与代

表们一起讨论党代会报告，强调要牢牢

把握政治方向、坚决落实战略定位，切实

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

代表们围绕报告谈认识体会，一致

认为石泰峰代表自治区党委作的报告，

主题鲜明、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有

力，是一个旗帜鲜明讲政治、开拓创新谋

发展、鼓舞人心促奋进的好报告。

王莉霞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并和大

家互动交流。她说，自治区党委的报告和

纪委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定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为内蒙古确定的战略定位和行动纲领，

集中反映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

望和心声。

王莉霞强调，鄂尔多斯市要在落实

战略定位中讲大局、讲担当、作贡献，聚

焦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

桥头堡”，着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呼包鄂乌一体化等

重点工作上集中攻坚、展现作为。要在发

展现代能源经济中讲大局、讲担当、作贡

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见

盛观衰、见微知著、见近照远，善于抓机

遇、防风险、谋长远，大力推进能源供给

优质化、能源产业集群化、能源业态多元

化，在实现“两率先”“两超过”目标上走

在全区前列。要在绿色转型升级中讲大

局、讲担当、作贡献，全力以赴抓好生态

保护、产业转型、创新驱动、营商环境、乡

村振兴、安全发展等各项工作。

王莉霞强调，巴彦淖尔市要强化责

任担当，树立大局意识，落实战略定位，

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要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做足“水”的功课，坚决把“水”治

好、护好、用好。要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

以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

牵引，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强化

龙头企业培育，加强种质资源普查、

保护和利用，打造绿色、有机、高端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大力发展泛

口岸经济，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

债务风险，从严从实做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以滴水不漏的闭环守住口

岸疫情防线。
据《内蒙古日报》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石泰峰在参加呼和浩特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知责明责 加压加力 努力在全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莉霞参加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政治方向 坚决落实战略定位
切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开幕侧记

石泰峰主持

现场

让全会精神入心
把商务工作做实

（5版）商务·流通

会议现场 张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