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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一个月，

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决战决胜最后阶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中宣告：“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

备。”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

也是中国兑现申办时的庄严承诺。自冬

奥会申办成功以来，中国提出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和“简约、安

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在方方面面都为

奥林匹克办赛标准树立新标杆。

这将是奥运史上第一届全部使用绿

色清洁电能的奥运会；北京赛区大量利

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并创新性实

现所有比赛场馆具备冰场和夏季项目场

地双向转换能力；首钢老工业区的 36 项

工业遗存得到强制保护，“旧瓶”装上冬

奥“新酒”，为“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

打上最佳注脚。

“踔厉奋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

词中提及的这个词，用来形容北京冬奥

会这六年多筹备工作的状态再合适不

过。场馆建设和运行、赛事运行、赛会保

障、疫情防控、新闻宣传和文化推广……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每个细节都抠了

又抠，力求精益求精，确保万无一失。正

因为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精神，有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态度，方能达到

“有此成功，非偶然也”的底气。

世界期待中国，还在于北京冬奥会

将为全球冬季运动开启一个新时代。习

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让更多人参

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题中之义。”

过去，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今不

仅长城内外，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步伐不断加快，南至两广，西至云贵，东

到江浙沪，男女老幼、黄发垂髫，越来越

多人踏上雪场、走进冰场，在享受冰雪运

动乐趣的同时，奥林匹克运动的种子也

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再过一个月，北京就将创造新的历

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

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这是中国

人民的荣耀，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光辉。

习近平主席说：“我们将竭诚为世界

奉献一届奥运盛会。”这同样是世界的期

待，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珠玉在前，无

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全球运动员、体育

爱好者，都毫无保留地相信，中国将再度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为世

界奥林匹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为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

界书写全新篇章。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的主题口号，也是习近平主席在

新年贺词最后提出的殷切寄语。在新冠

肺炎疫情依旧肆虐全球的当下，团结变

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021 年国际奥委会

首次修改奥林匹克格言，在“更快、更高、

更强”的基础上加入“更团结”。

这是时代的洪流，也是人类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据新华社

1 月 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王莉霞主持召开推进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暨提高农畜产品品牌

竞争力专题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六大重点任务，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推动农牧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内

涵型转变，高质量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

王莉霞指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是必须扛起的

重大政治任务。各地各相关部门一定要

提高政治站位，担当负责，精心组织，坚

定不移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王莉霞强调，要抓种业振兴，大力实

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势特色品种培

育、良种化水平提升“三大工程”，努力形

成一批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

术。要抓耕地质量，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努力增加耕地面积，实施好高标准农

田建设，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全面提

升耕地地力等级，提高稳产增产能力。要

抓产业化发展，优化提升农牧业产业链、

供应链水平，实现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

值、全产业融合，推动配套产业、关联行

业、上下游企业全面发展起来。要抓高地

引领，以打造国家级高层次创新平台为

目标，围绕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和人才培养，打造我区农牧业产业高

地、创新高地，充分发挥集群优势、资源

优势、区位优势，谋划和储备一批重大项

目，增强发展后劲。要抓品牌培育，大力

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扩大整体宣传效应，

提升“蒙字标”和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让内蒙古的品牌叫得响、立得

住、能迎人、能长久。要抓市场体系建设，

打造前端联结农牧业研发、育种、生产等

环节，后端延展加工、储运、销售、品牌、

体验、消费、服务等环节的现代农牧业市

场新模式。

自治区领导黄志强、艾丽华、李秉

荣、奇巴图出席会议。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 张鑫

技能培训、基地带动、家园清洁、家风建设，兴安盟扎赉

特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四个“聚焦”，凝聚巾帼力

量，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在组织参与移风易俗、乡

风文明行动、农村环境整治、产业增收等方面，助推乡村振

兴提质增效，实现农业高产高效、农民富裕富足，绘就乡村

振兴“多彩”画卷。

聚焦技能培训激发内生动力

扎赉特旗乡村振兴局、就业局、妇联充分调研本地妇女

发展所需，联合兴安盟家乐福家政培训学校、旗妇女手工制

品扶贫车间组织技能培训班。广大妇女群众踊跃报名参加，

学习了专业技能，丰富了业余生活，激发了内生动力，增进

了各民族家庭的联系和沟通，持续改善家风民风村风。今年

以来，各地妇联组织开展育婴保育、养老护理、厨师、面点、

手工艺品制作等培训班 26期，6000 余人次参培。

聚焦基地带动强化示范引领

“我在这里工作 7年了，不仅学习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而且还能弘扬民族特色，感到特别幸福”，旗妇女手工制品

扶贫车间，蒙古族姑娘白玉兰干劲儿十足。扎赉特旗妇女手

工制品扶贫车间充分发挥民族特色优势，无偿培训传授剪

纸技艺，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就业，有效防范返贫风险。截至

目前，培训超过 5000 人，带动 30 人就业，其中脱贫群众 2

人，实现人均增收 1.3 万元 / 年。

扎赉特旗妇联深入挖掘扶贫基地特色，鼓励巾帼领头

雁发挥示范作用，在手工艺品制作、特色种植养殖、荒山治

理等方面带动各地妇女、家庭发展，引导各民族妇女发挥长

处、展现特色，打造品牌、提升价值。

同时，为进一步推进庭院经济发展，扎赉特旗制定出台

了《扎赉特旗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助力庭院经济

发展的通知》《“乡村振兴·巾帼共建美丽家园”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出台政策持续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

植养殖，推动 14个村成立庭院经济联合体，指导 1198 户家

庭利用庭院种植中药材、果树、剁椒、水稻、大豆等作物，其

中带动脱贫户贫困户 135户。

“我们种剁椒，村委会给提供秧苗，还有农药啥的，等到

秋天收了以后也是村里联系卖出去，别提多省心了。一亩地

收成 4000元不费劲儿”，音德尔镇长发村村民李兰芹这样

评价庭院经济联合体带动发展模式。

（下转 2版）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蒙草将按照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指明的方向，全力

打造草种业创新中心，继续培植优质牧草、营养饲料，让乳

业和草业成为我区最亮丽的名片。”蒙草公司副总经理贾辰

雁对记者说。

严寒冰封塞北大地，而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蒙草·

草博园里却是芳草遍地，鲜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被称作

生态空间，是集生态旅游、草原植物科普、亲子互动教育等

为一体的 AAA级旅游景区。 蒙草深耕 20 多年，遵循“先

数据、后配方、再修复”模式，对受损区域植被进行生态修

复，取得喜人成果。

依托蒙草公司，和林县已建成抗旱植物研究院、草博

园、种子加工中心及特色足球小镇和云计算水系生态建设

项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草产业运营模式。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指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担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我们必

须始终铭记于心的‘国之大者’。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深有体会。”和林

县委书记李六小介绍，和林县将全力推动浑河流域生态保

护及种源示范项目建设，以发展特色种源为核心内容，对草

产业进行点状布局，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生态

链。

从摩天岭脚下到浑河北岸，从蒙晋交界到盛乐田野，和

林县正在按照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将坚持“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作为自觉行动。

（下转 2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宣讲就

跟进一步。寒冬时节，一束思想的光芒

遍洒祖国北疆。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奔赴全区各

盟市、厅局机关、企业、高校，开展互动

式、座谈式等各类交流宣讲 40 场，受众

79000 余人次，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红色种子”播撒到干部群众心间，

给人以思想启迪，给人以精神鼓舞，给人

以行动指引。

精心组织 兴起热潮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根据党中央安排部署，结合我区实

际，自治区党委高站位谋划，严格遴选出

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

30 名领导干部、理论专家学者，组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

宣讲团。

2021 年 12 月 1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动员

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021 年 12 月 7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首场

报告会在呼和浩特开讲。紧扣目标任务，

一场场高规格的宣讲活动陆续开展。

宣讲团成员用翔实的数据说话、让

鲜活的事例发声，既有理论阐释又有案

例分析，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意义，既

全面准确又通俗易懂，让人听了信服、听

了“解渴”。

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鼓舞，纷纷

表示，要积极投身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诠

释对党忠诚，践行初心使命。（下转 2版）

中国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新年迎冬奥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2022 年新年第一天，“美丽青城助力冬奥”呼和浩特第二届冰雪运动季及“体育彩票杯”爱冰雪同喝彩冰雪趣味运动会在东河冰雪场

开幕。 （下转 2版）

“美丽青城 助力冬奥”
呼和浩特第二届冰雪运动带你嗨

内蒙古：高质量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凝聚磅礴力量 唱响奋进凯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四个“聚焦”
绘就乡村振兴“多彩”画卷

盛乐大地
奏起绿色发展“交响曲”

内蒙古电子商务年货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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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