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27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
议在呼和浩特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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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农业基本盘 做好“三农”工作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
——
2022 年“三农”重点任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5 日至 26 日在
北京召开。会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
“三农”工
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以来，
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2022 年是党
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十四五”时期的关
键之年，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仅要算
“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仅
要顾当前，还要看长远。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喜获丰收，产量
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
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
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
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保障粮食供
应链稳定难度加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牢牢守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两条底线。会议指出，要全力抓好粮食生
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大
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确保 2022 年
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
略性问题。近日发布的《
“十四五”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明确将“提升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作为重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真
正见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保
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
党政同责要
真正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问题不

点任务之一。
“抓粮食生产的发条要拧得紧而又
紧，工作要落得实而又实。”中央农办主
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明年必须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持续挖掘增产潜力，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部部长叶兴庆表示，抓好粮食生产对于
明年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盘和应对风险
挑战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好粮食安全，就
要落实责任，切实抓好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并强化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
衡区要共同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同时，要加快构建农民种粮收益保
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在品种方
面，要推动小麦、水稻等稳量提质；要扩
大大豆和油料生产，提升自给率。
近年来，我国“菜篮子”产品总体实
现了稳产保供，但也存在一些时候一些

地区菜价、肉价波动较大的问题。
对此会
议强调，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
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蔬菜有效供
给。

2021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丰）12 月 24 日，
2021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达古拉出席并讲话。
胡达古拉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入围企业表示祝贺。她
指出，此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行动，是统
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助推自治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发布全区百强民营企业，展示民营经
济发展的新成绩，有利于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发展活力，进一
步在全社会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
（下转 2 版）
发展业绩。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 亿
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
而
且必须是良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耕地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耕地面积减
少，还有的地方出现良田不种粮食，建养
殖场或种花卉果木。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必须不折不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18 亿亩耕地是不能逾越的红线。同
时，农田就是农田，不能挪作它用；农田
须是良田，不能以次充好。 （下转 2 版）

“内蒙新华”
（603230）亮相上交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帮扶政策好 养殖有劲头

通辽市奈曼旗确保脱贫不返贫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杨悦 孟来
穷，不生根;富，无天生。
防止脱贫户返贫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2021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奈曼旗努力克服疫情、灾情等挑
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接续推进脱贫地区高质
量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以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东毛瑞嘎查为例，贫困也曾经深
深扎根在这个“牛比人多”的小村庄。过去全嘎查 235 户中竟
有 82 户贫困户，占比达三分之一以上。在脱贫攻坚各项政策
的帮助下，东毛瑞嘎查实现了整村脱贫。如今，东毛瑞嘎查两
委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户返
贫上。制定了通过发展养殖产业，来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和村集
（下转 2 版）
体经济持续壮大的路子。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内蒙古高站位 大集成 强助力

助推绿色特色优势产业
高质量发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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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新华”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国有

文化产业“第一股”。

本报讯 （记者 王丰 李姝廷 曹
茜）12 月 24 日，内蒙古新华发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内蒙新
华”，证券代码：603230）成功在上交
所主板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8838.10 万股，
发行价格为 11.15 元 /
股。本次上市后，
“内蒙新华”将成为
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文化产业“第一
股”。为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政策，
“内
蒙新华”在其注册 地 呼 和 浩 特 市 举
行了云敲锣上市仪式。内蒙古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领 导 、
全 国 新 闻 出 版 发行 行 业 代 表、内蒙
古新华发行集团高管及券商和媒体
代表参加了仪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外宣办主任韩昀祥主持仪
式。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
特市委书记包钢，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经

宣传部部长郑宏范，自治区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局长姜华，内蒙古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秦建平共同为内蒙古新华发行集
团上市鸣锣，宣告“内蒙新华”正式登
陆资本市场。
郑宏范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成功上市表示
祝贺。他表示，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
作为自治区国有文化企业，首家成功
登陆上交所主板上市，是自治区持续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一项重
要成果，对于推动全区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以资本为媒促进优质文化企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意
义。希望内蒙新华借助资本市场的力
量，把握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努
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
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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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发出最强“求贤令”
邀天下英才共商创业大计

商务·流通

推进现代化文化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打造内蒙古文化繁荣发展的新高地、
新引擎，为自治区国有文化企业转型
升级、破局突围增强信心、提供样板，
为加快推进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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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
长姜华在致辞中表示，自治区制定了
推进企业上市的“天骏计划”，出台了
自治区企业上市挂牌奖补办法，建立
了服务企业上市主办行机制和梯次
培育机制，推进企业上市从攻坚战逐
步进入总体战。他希望区内企业主动
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机遇期，弘扬企业
家精神，自觉向行业内上市公司看
齐，立足上市目标，强化自身规范建
设，加快迈向资本市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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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开展调研慰问活动

仪式上，呼和浩特市政府向内蒙
古新华发行集团发放奖补资金 500
万元。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秦
建平表示，公司成功登陆上交所是公
司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内
蒙新华”将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
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勇做自治
区文化产业的领跑者。下一步公司要
全力推动四大募投项目的落实，进一
步强化教育服务全产业链，打造自治
区终身学习教育的服务平台；进一步
提升文化消费板块的市场影响力，打
造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全面升
级仓储物流体系，打造自治区文化商
品传输平台，实现企业发展、社会认
可、员工幸福、股东满意，全面建成和
谐平安美丽卓越集团，为促进文化产
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蒙商周刊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21 日，
“高站位 大集成 强助
力 助推自治区绿色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局长白清元出席发布会，并通报了实施服务绿色特色优势产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工作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建以来，自觉把服务发展大
局的责任扛在肩上，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两个屏
障”
“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的战略部署，坚持“高站位、大集
成、强助力”，建立“115”工作机制，自 2019 年起，创新实施服
务绿色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集聚市场监管部门、
盟
市旗县政府、自治区相关厅局、高校和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
第三方机构等 5 类资源，在点上发力，深入企业实施“滴灌式”
精准服务，
在面上拓展，由服务“一企”向服务“一业”
“一域”延
伸，在链上助推，全力推动自治区绿色特色优势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3 年来，先后为 124 家企业提供 127 项综合服务。制修订
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8 项、
地方标准 15 项、企业及团体标
准 705 项，免费为企业检测各类产品 5409 批次，就质量、知
识产权、特种设备等领域 137 项内容开展培训 81 次，培训人
员达 3208 人次。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破解企业资金难题，帮
助 110 家企业获批授信额度 82.6 亿元。累计帮助企业直接增
收近 3.4 亿元，节约成本近亿元，促进全区农牧民增收 8000
余万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400 多家企业加快发展，解决近 5
万人就业问题。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锚定现代煤
化工、生物制药、有色金属、奶业、肉羊、肉牛、羊绒等 7 条全区
重点产业链持续深耕，充分发挥职能和技术优势，同时，集聚
各方力量，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聚焦短板补足短板，以高度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助推自治区绿色特色优势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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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万企兴万村”行动
启动大会举行

因元旦放假，本报纸媒休刊一期，新媒体持续发布，敬
请关注！
本报编辑部
欢迎关注本报官方微博 / 微信平台

内蒙古商报 | 微博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B 座 10 楼

内蒙古商报 | 微信

邮编：010010 邮箱：nmgsbs@sina.cn 网址：www.nmgsb.com.cn 邮发代号：
15-29 定价：2.00 元 全年定价：188 元 编辑：
李娜 版式：
罗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