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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然博物馆举办
2021 年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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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创城，内蒙古商务厅工作组
深入包联小区为民办实事

烧麦制作
传承中华面食文化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人民日报评论员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民

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深入

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

要向此聚焦”。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

的历史性成就。从雪域高原到天山南

北，从祖国北疆到西南边陲，民族地区

面貌日新月异、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

日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

推进的鲜明特征。实践充分证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

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抓住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深

刻内涵，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具有的“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抓住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必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

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等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推动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

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

际，抓好各项任务贯彻落实，把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就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

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

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

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

进，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

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加大对

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

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各民族紧跟

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要统

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

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

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

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

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

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就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

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

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

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坚持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坚决防范民族领域

重大风险隐患，就要守住意识形态阵

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

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

思想流毒，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

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踏上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

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

命运共同体！

为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发挥“青年讲师团”作用，更好

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

在阿拉善盟广大团员青年中走深走心走实，自今年 3 月中旬

起，共青团阿拉善盟委员会针对青少年开展了“青春向党奋斗

强国———庆祝建党百年百场青春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共有

31名青年讲师团成员深入学校、社区、农牧区开展宣讲活动

112 场。

讲师团成员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等主题，推出了有新意、有效果、接地气的课程内容，将政

治引领与家乡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新时代中国青少年的责任

与担当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团史中的精神谱系、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宣

讲，引导青少年将小我融入历史坐标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

共命运。

为当好理论宣讲的“扩音器”、青年视野的“传声筒”、时政

热点的“翻译官”，共青团阿拉善盟委员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开通了“宣讲预告”专栏，并组建“草原学习轻骑兵”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队伍，发挥青年讲师团志愿者的积极作用，确保学习

覆盖“无盲区”。结合“三会两制一课”、队前第一课、主题团日等

团的日常组织生活制度，运用新媒体录制、发布微宣讲，做到边

讲边学边受教育。今后，阿拉善盟青年讲师团将创新宣讲形式、

丰富宣讲内容，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学”的主角、“讲”的主

力、“听”的主体，凝聚磅礴力量，更好、更活、更精准地传递党的

声音。 来源：学习强国

本报讯（记者 张鑫）农副产品展销会助力乡村振兴!金秋九

月,百果飘香。为进一步提高展销农副产品的市场辐射能力，助

力乡村振兴，办好惠民事。9月 10日上午，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暨陕西供销渭南名优农产品走进内

蒙古展销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美通农贸市场举行。

据了解，这是陕西渭南农副产品继陕西延安洛川苹果、西

安周至猕猴桃、铜川樱桃多次在呼和浩特推介之后的又一次综

合展销活动。此次活动共组织全市 44 家企业、专业合作社参

展，产品包括苹果、核桃、红提、红薯、猕猴桃、粉条、杂粮、花椒、

土布产品等 6 大类 300 余种，活动邀请呼和浩特各地的 150

余家采购商参加。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姜爱军表示，陕蒙

地域相邻、资源相连、人缘相亲，交往历史悠久、经贸往来频繁，

两省区积极搭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交流合作。本次展

会，组织了 50 余家来自脱贫地区的农畜产品生产企业参与展

销活动。希望各级预算单位、广大民营企业、社会各界力量都能

够积极采购，形成“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良

好氛围。

内蒙古陕西商会会长郝世平表示，将全面推动陕西与内蒙

古省际农副产品大循环，进一步加强蒙陕两地的经贸合作与交

流，促进和加强蒙陕两地经贸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记者在展销会上看到，从新采摘的葡萄、猕猴桃、瓜果蔬菜

到经过独特工艺加工制作的农品好货，应有尽有。线下，经过前

期遴选的渭南市供销系统 44家农产品企业参展商展出了涉及

苹果、核桃、葡萄、红薯、猕猴桃、粉条、杂粮等 6 大类 300 余种

农产品，与主办方邀请到场观展的大型商超“采购团”直接对接

洽谈;线上，展销会融入“网红带货直播”销售模式同步引流。

“我刚刚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 400箱葡萄的订单，明天一早就

发货!”内蒙古秦商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全峰如是说。

在参展商临渭区红兵猕猴桃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田绪辉

看来，此次参展的最大收获，就是让农产品与大型商贸公司及

商超渠道实现“无缝对接”，这不仅带来了订单和合作机会，更

有助于通过这些优势渠道进一步做强产品品牌。此次他与内蒙

古秦商科贸有限公司签署了 450万元的猕猴桃购销订单。

展会期间，参展企业与采购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对接、洽

谈，现场销售 145万元的农副产品，同时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

其中陕西木梵农林有限责任公司、大荔林训冬枣专业合作社、

陕西大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分别与呼和浩特

农产品经营企业就苹果、红薯、粉条、柿饼、黄金桃等 13种农产

品签订约 8700 万元的购销协议。

本报记者 迪威娜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巴

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桥镇以当地优

质绿色农产品资源优势为依托，持续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通过

建立“龙头企业 +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的经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番茄、青椒、尖椒、西葫芦和西甜瓜订

单种植率达到 100%，带动当地农户

增收致富。

这两天，二道桥镇的青红椒已陆

续成熟进入交售期，随处可见拉着青

红椒的车辆往来穿梭于企业和田间

地头。在闫氏农贸院内，不时的有

村民骑着三轮车前来交售青红椒，

村民张万林告诉记者，“因为周边

收购企业和脱水菜厂比较多，还有

订单合同做保证，我已经连续种了四

年青红椒，今年红椒种了 13 亩，黄椒

种了 2亩，还都用上了滴灌，产量在往

年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看着个头硕

大、色泽亮丽的黄椒经过筛选、打包、

过秤后将销往山东，张万林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他说：“今天黄椒的收购价

是 1.1 元 / 斤，红椒 0.75 元 / 斤，以现

在的行情价钱红椒一亩地能卖 5000

块钱左右，这个黄椒一亩地卖 7000

块钱是没问题。”

闫氏农贸负责人闫建军介绍说，

青红椒的种植在全市已经成为一项鼓

起农民钱袋子的稳定产业，比起其他

经济作物来说产值还是挺高的，农民

种植积极性也高。今年我们企业和周

边农户签订了 1000 多亩的订单，一

年的收购量大概在 2000 多吨，主要

销往山东、陕西和甘肃等地。青红椒只

是二道桥镇的特色农产品之一，一批

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乡村气息、承载乡

村价值的乡村产业正在成长。先锋

村、甲一村两个设施农业示范基地

已形成规模，特色“三品”瓜果蔬菜

种植效益明显，农户持续增收，有

效带动了全镇农户发展设施农业的积

极性。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3万亩，

农民每亩平均增收 3000 元，极大带

动了当地经济和农民增收。扶贫产业

园区规范农业订单和农副产品流通交

易，平均每年收购交易农副产品 28亿

元，生产加工优质番茄酱 4000 吨、脱

水菜成品 5000吨、南瓜籽 30000 吨，

产品销往全国 20 多个省市，出口美

国、英国、德国等 30多个国家，全镇的

优势产业在品质提升和产业链延伸中

得到了更大的增值，带动农户增加收

入。

近年来，杭锦后旗二道桥镇因地

制宜，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特色

产业上做文章，通过土地流转、组织外

出参观、特色产业技术培训、政府牵线

搭桥等方式，找准产业发展新路子，全

镇建有 12 个农业企业和 101 个农业

合作社，依托“龙头企业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带动西红柿、青

红椒、番茄、籽仁流通、玉米制种等特

色产业向规模化、绿色化发展，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鼓起了农民的

钱袋子。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走进乡村看小康 丰收节里话丰收 ZOUJINXIANGCUNKANXIAOKANG FENGSHOUJIELIHUAFENGSHOU

杭锦后旗彩椒唱响“丰收歌”

阿拉善盟百余场宣讲
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蒙陕两地联合举办
“我为群众办实事”
农副产品展销会

因中秋节放假，本报纸媒休刊一期，新媒

体持续发布，敬请关注！祝读者朋友们中秋

节快乐！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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