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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384.03 亿公斤，“十八连丰”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内蒙古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张鑫）12 月 7 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传来喜讯，今年内
蒙古自治区粮食产量达 384.03 亿公斤，
较去年增加 17.63 亿公斤，再创历史新
高。内蒙古迎来第十八个丰收年！连续 4
年保持在 350 亿公斤以上。粮食产量全
国排名上升 2 位，跃居第 6 位，粮食增
产占全国增量的 13.18%，居全国第 4
位，作为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的地位
更加稳固。
仓廪实、天下安，沉甸甸的“十八连
丰”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内蒙古力量。

农抓粮”政策信号。鼓励农民积极投保， 繁育基地建设，培育 6 个制种大县，农
落实政策性保险面积 8180 万亩，有效
作物良种繁育基地面积达到 100 万亩
降低种植风险，充分调动了农民务农种
以上，其中，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
粮的积极性，也坚定了全区上下再夺丰
规模、生产能力居全国第一，大豆制种面
收的信心。
积居全国第三，玉米制种面积全国第五。
内蒙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
目前，全区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止“非粮化”
，明确全区 9300 万亩永久
98%以上。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坚决遏制
内蒙古坚持藏粮于地，持续推进高
耕地撂荒，指导各地分类组织复耕复种， 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耕地
努力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今年，全区粮食
轮作和盐碱化耕地改良。大力开展以高
播 种 面 积 达 到 10326.45 万 亩 ， 增 加
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抢抓
76.65 万亩，增量居全国第 4 位，超额完
春播前施工窗口期，开展 “双月攻坚”
成了国家下达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 “土地整理大会战”，春播前投入使用新
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高标准农田 158 万亩，实现当年建
成、当年见效，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育好种、保耕地、稳产能，夯实产粮
4486 万亩，有效支撑粮食产能 215 亿公
基础
斤。进一步加强耕地质量保护，
实施黑土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
地保护性耕作 1116 万亩，超额完成国
生产的‘命根子’，只有把这两个要害抓
家下达的 1000 万亩目标任务，实施保
住了，才能从基础上根本上确保国家粮
护利用 110 万亩，开展耕地轮作 900 万
食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指出了
亩，增施有机肥 4200 万亩，秸秆还田
粮食安全的关键。
1050 万吨，实施盐碱地改良巩固提升
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要求，内蒙
12.2 万亩，通过强化耕地保护与建设，
古农牧厅全力推进打好种业翻身第一
有效改善了生产基础条件，带动全区耕
仗、扎实推进耕地建设和保护两项重点
地地力稳步提升，
进一步夯实了粮食产能。
工作。
整合优势种业资源，积极推进育种
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推进绿色
创新，组建成立了 14 个种业创新专家
团队，
建设自治区种业重点实验室 7 家， 农业
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 185 个。强化良种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强政策、保粮播、调结构，扛起粮安
重任
2021 年，内蒙古首次将粮食产量列
入年度主要预期目标，确保粮食总产量
要稳定在 350 亿公斤以上。
一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生产和有关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
实粮食生产党政同责，及时将国家下达
的粮播任务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盟
市，层层压实责任。
内蒙古及时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
策，
今年下达耕地地力保护、玉米大豆马
铃薯生产、农机购置、耕地轮作、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 168.6 亿元，充分释放“重

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不断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内蒙古各级农牧部门紧盯备春耕、
田间管理、防灾减灾等阶段性重点工作，
一季接一季，一环扣一环抓落实，
强化对
重点地区、主要作物、
关键环节的指导服
务。扎实抓好春备耕工作部署。加强土壤
墒情监测，抢墒播种 115 万亩、抗旱坐
水种 413 万亩，基本实现了一次播种抓
全苗。
加强田间管理促增收。自治区农牧
厅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基层一线推广浅埋
滴灌、抗旱抗逆等 20 多套增产技术模
式，开辟“农技云课堂”确保技术指导不
缺位。大力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和节
水增粮增效行动，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
用，实施深耕深松 1193 万亩、绿色防控
4710 万亩、统防统治 4720 万亩，开展
绿色高质高效示范 307 万亩，加快绿色
发展方式转变。下达救灾资金 7200 余
万元，指导各地开展灾后补种等 677 万
亩，防治病虫鼠害 4586 万亩次，挽回粮
食产量约 35 亿公斤。
内蒙古各地有序组织秋收，
充分发挥社
会化服务组织作用，积极开展跨区作业，
做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
确保秋粮颗粒
归仓。同时，针对近期通辽遭受严重雪
灾，派出 7 个专家组分旗县指导农民对
地趴粮清理积雪、倒垛晾晒，防止霉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开栏语：
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宣传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顺利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宣传

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巩固
“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持续开展产业和就业帮扶，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在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取得积极成效，本报特别开设专栏“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组织
记者对基层调研采访，展示脱贫攻坚地区干部群
众持续奋斗、团结拼搏的昂扬斗志，展示内蒙古自
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让资源禀赋溢值

林西大井镇无花果结出乡村振兴“致富果”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李晓军
冬日，阳光正好，走进赤峰市大井
镇万亩设施农业扶贫园区，棚内暖意
十足，一股清新的果香扑鼻而来，大棚
种植户王子良正在采摘他的“宝贝”
，
“这无花果可是好东西，皮薄味美，挂
果周期长，药用价值 还 高 ，很 多 人 都
非 常 喜 欢 吃 。 今 年 我 就 挣 了 10 万
多元 ，这 日 子 是 越 来越 有 奔 头。”村
民王子良一边采摘一边难掩内心
的喜悦。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大井镇坚
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力以赴稳
增长、扩总量，把项目建设作为主要着
力点之一。2017 年，建设大井镇万亩
设施农业生态扶贫产业园，规划面积
23000 亩，打破了行政村界限，以大发
村、中兴村、大川村为中心，围绕菜、
药、牛三大主导产业，按着产业发展集
中、集约、集聚的原则，把设施农业、养
殖业、红松果林等特色产业“串点成
面”
，形成由红松林、金鸡岭、向阳岭组
成的“三岭一园”，为持续带动当地村
民实现增收致富。
同时，大井镇采取“党支部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业运营模式，以
社会资金、扶贫资金的投入，企业、合
作社、建设园区统一经营管理，引导带

专题

自治区宣讲团
深入巴彦淖尔市宣讲
12 月 10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
宣讲团深入巴彦淖尔市宣讲。
在巴彦淖尔市党政大楼会议中心，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乌恩奇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会议精神在我区落地生根》为
题，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全会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及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扎实推动全会精神在内蒙古落地生根三个方面，深
入浅出地为巴彦淖尔市党员干部进行了全面解读。
巴彦淖尔市委党校副校长贾贵庭听完宣讲后说：
“乌老师
讲得非常生动，非常精彩。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把握未来，以
史为鉴开拓未来，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作为党校教师，我们要
把六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纳入教学体系
中，让广大学员、党员干部深入领会会议精神，用会议精神武
装头脑，开拓工作。”
当天下午，乌恩奇深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街道金沙
社区作了宣讲报告，并与社区党员及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互动。老党员苏万录结合六中全会精神，朗诵了自己写的一
首诗：
“社区党组织，心系社区中，不忘初心情，领导做表率，
员
工给力冲。党建在创新，勇做排头兵，大家齐点赞，致敬实干
人。”现场气氛活跃，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街道江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美丽
问道：
“我们怎样把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融合起来，并学习运用到具体工作中，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群
众？”
乌恩奇认真回答：
“ 要说十九届六中全会是一个蓝图的
话，那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相当于施工图，他们是息息相关
的。把全会精神学好了，也就把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精
髓要义学透了；把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贯彻好了，也就
落实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要求。”
随后，乌恩奇又深入河套学院，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对
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解疑答惑。
河套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系学生王月艺说：
“请问乌老师，
如何加强青年学生对全会精神的领悟和实践能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用了领悟这个词，
我
们经常讲，大道必简，
贵在心悟。还有就是如何实践的问题，作
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把党史学好学深学透学到位，读懂
中国共产党党史，才能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作为一名学生没
有远大理想信念，你是飞不高走不远的。此外，还要切实提高
自己的能力。”乌恩奇耐心回答。
河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李俊红说：
“通过这次宣讲，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在高校师生
当中的走深走实。乌部长问答式宣讲形式新颖，很有针对性，
对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疑惑进行一对一的交
流和解答，这种辅导方式，特别适合高校学生，这样的宣讲也
据《内蒙古日报》
更接地气。”

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青城女商以党代会精神为引领
推动会员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阿斯茹）为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团结引领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商会会员，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12 月 3 日，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商会党支部
走进会员企业内蒙古德利源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举办了学习
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座谈。党支部委员们走
进会员企业工厂里参观、走访，并与一线工作的制衣女工们
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下转 2 版）
精神，探讨今后的工作开展方向及思路。

动农户主动参与经营。同时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通过农业增效，带动全镇设
施农业提升产业水平，并为当地群众
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个，
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有效地解决农
户发展产业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的

（2 版）

2022 年“稳”字当头
七大政策勾勒全年经济重点

政经

难题，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我们镇立足资源禀赋，把培育发
展富民产业作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
抓手，通过大井镇万亩设施农业生态
扶贫产业园的发展，我们已累计带动

（3 版）

“情系环卫工 冬日送温暖”

农户 300 户 876 人实现了增收致富。
2021 年，园区产出实现经济收益 44
万余元，带动园区农户人均增收 6000
元。”大井镇镇长李志强说，下一步，
园
区将继续扩大规模，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
进一步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商务·流通

（5 版）

巴彦淖尔市惠民消费节
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

打卡美景美食
“美丽中国行 走进敕勒川”
采风团带你邂逅大美青城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11 日，
“美丽中国行 走进
敕勒川”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展。活动围绕迎冬奥、游黄
河、看草原为主线聚焦青城焦点，采风团第一站走进呼和浩
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领略冬季老牛湾黄河大峡
谷的别具一格，浩瀚无垠。
中午时分，老牛湾的村民以地道的迎客方式，把采风团
一行 40 余人迎到冬暖夏凉、石砌窑洞的热炕上，摆好热气腾
腾的杀猪菜，地皮菜饺饺油炸糕，黄河鱼炖豆腐，油炸小虾，
莜面窝窝山药蛋等，地地道道的农家味，让采风团一行大饱
（下转 2 版）
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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