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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商报》

1 月 24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在呼和浩特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石

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执行主席林少春、李荣禧、张院忠、

段志强、和彦苓、施文学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

王莉霞、李秀领、孟凡利、刘爽、杨伟

东、包钢、郑宏范、丁绣峰、孟宪东、杨小

康、黄志强、胡达古拉、于立新、马庆雷、

张韶春、艾丽华、李秉荣、衡晓帆、奇巴

图、包献华、罗志虎、郑福田、刘新乐、马

学军、张华、其其格、魏国楠、安润生、张

英奎、杨宗仁、李琪林、陈路生、张勇民等

领导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530 人，出席大

会的代表 481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自治区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关于自治区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 年预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表

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完成各项议程后，石泰峰作了讲话。

他指出，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开

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

开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团结民主、求真

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必将鼓舞和激励

全区 2400 多万各族人民，以更加坚定

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

志投身建设亮丽内蒙古的火热实践，不

断开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今年，

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也是全面贯彻落

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

年，做好今年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

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工

作要求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切实

把各项目标任务精心谋划好、倾力落实

好、圆满完成好，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石泰峰强调，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将其转化为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

总书记看齐，坚定不移信赖核心、忠诚核

心、维护核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

不含糊、毫不动摇。要持续在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下功夫，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引领发展。要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

量发展，特别是要把项目建设紧而又紧

地抓在手上，干部要抵近一线、政策要靠

前发力，各方面工作都要早谋划、早行

动、早落实，切实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

度，以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的开工上马、落

地见效压实“稳”的底盘、扩大“进”的成

效。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坚

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和化解

经济金融风险，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工作，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特

别是口岸外防输入工作，全面深入抓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切实维

护祖国北疆安宁、社会大局稳定。要厚植

为民情怀、践行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安

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千方百计扩

大就业渠道，更加有力有效地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各项工作，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工作，带领人民群众朝着

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行，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石泰峰说，蓝图绘就、重在落实，使

命在肩、贵在担当。我们要切实扛起责

任，一件一件盯着抓，一项一项接着干，

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达目的不罢休。要拿

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

头，真正动起来、干起来、忙起来、跑起

来，切实以干部的“一马当先”带动全社

会的“万马奔腾”，切实以干部的干字当

头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字当头。要

敢于向问题叫板，敢于向困难开战，不

断突破旧思维、打开新视野、掌握新

本领，自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更好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职

责使命。

石泰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统筹做

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全面加强人

大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

善发展。人大代表要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真正做到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履职、向人

民负责。

在自治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列

席了本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

志通过远程视频列席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据《内蒙古日报》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石泰峰主持并讲话王莉霞李秀领出席

本报记者 张鑫 李姝廷 李艳红 王丰

1 月 23 日下午，出席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五次会议的委员们带着收获、满怀

信心，再次齐聚内蒙古人民会堂。

闭幕会开始前，不少委员在大厅驻

足交流，畅谈参会感受，回顾会议期间的

焦点话题和难忘瞬间。

一场场讨论、一次次建言、一份份提

案……会议期间，委员们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和饱满的参政议政热情认真审议和

讨论有关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乡村振

兴、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绿色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谋发展良策、献真

知灼见，提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和提案。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各项议程圆

满完成，大会顺利闭幕。委员们陆续走出

会场，他们步伐坚定，意气风发。带着新

期盼、朝着新目标、踏上新征程，用奋斗

开新局，以实干显担当。

盛会落幕，激情不散。朝着崭新的目

标，委员们坚信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内蒙古更加美好的

明天献计出力，以实际行动彰显政协委

员的时代担当。

本报记者 迪威娜

近日，从巴彦淖尔市农牧综合保障中心获悉，乌拉特

前旗“苏独仑板栗薯”入选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

乌拉特前旗位于巴彦淖尔市，河套平原东端，东邻包

头，西接五原，南至黄河，北与乌拉特中旗接壤，地势平

坦，京藏高速、110 国道、包兰铁路穿境而过。主产区苏独

仑镇土地耕作层土壤是灌淤土，其表层为壤质灌淤层，耕

作性好，含钾量高，对糖分和淀粉的积累非常有利。气候

具有光能丰富、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而集中

的特点，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生产出的板栗薯，营养丰

富，熟制后肉质细腻，味道绵软甜糯，薯香浓郁，无纤维

感,适口性好，极受市场欢迎。

政府采取合作社 +基地 + 农户的带动模式，形成统

一种植、标准化管理、集中销售于一体的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链条。2019年旗政府打造 2000亩特色板栗薯种植示

范基地，连片种植 500 亩，同时，政府注资 148 万元建成

1200 平方米板栗薯冷藏窖，保存后，能将更多的淀粉转

换为糖分，进一步提升板栗薯的口感，吸引更多的农户种

植板栗薯，逐步形成颇具规模的“庭院经济”带，农民效益

显著提高。

2018 年注册区域公众品牌“苏独仑瓦窑滩”，建成

30亩的果蔬集散地，作为苏独仑板栗薯的交易平台，利

用快手、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同时售卖，板栗薯亩均效益

4000 元以上。2021 年 7月 15日乌拉特前旗政府牵头组

织举办“乌拉特前旗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苏独仑板

栗薯”大放异彩，苏独伦镇党委书记代言直播宣传，提高

了“苏独仑板栗薯”品牌的知名度。

目前，乌拉特前旗已取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

证的产品共 16 个，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213 万亩，水产养

殖 9万亩，肉羊养殖 30万只，今后，将积极把乌拉特前旗

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陆续进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收集登录，让乌拉特前旗的优质农产品享誉全国，走向世

界!

因春节放假，本报纸媒休刊一期，新媒体持续发

布，敬请关注。本报编辑部预祝广大读者朋友们新春

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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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踏上新征程！———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侧记

乌拉特前旗苏独仑板栗薯
种出“香甜软糯”大文章

1 月 24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在呼和浩特胜利闭幕。 记者 韩卿立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临近春节假期，各大市场“菜篮

子”“米袋子”“果盘子”“油罐子”的保

供稳价工作显得格外重要。据呼和浩

特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呼和

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市

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记

者走访呼和浩特市各个商场超市看

到，多种品牌大米应有尽有、蔬菜水果

品类齐全、肉类蛋禽新鲜售卖、卤肉熟

食美味飘香，各类菜品果品品种齐全、

琳琅满目，年味儿十足。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商务局了解

到，根据对 17 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

监测，近期粮食市场货源稳定、供需平

衡，预计后期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价格

将延续此前走势小幅波动，目前食用

油供货商库存充足，运输畅通，预计近

期食用油市场运行稳定、价格趋于平

稳。春节临近，市民肉类消费能力有所

增加，价格随市场供求小幅震荡运行，

目前各大农批市场肉类储备充足，能

够很好地满足市民消费需求。临近消

费旺季，禽蛋类市场需求有所增加，预

计后期价格受天气变化和市场供求影

响会有小幅波动，总体保持平稳。

另外，从监测数据来看，蔬菜价格

环比波动幅度较小，与去年相比，价格

已接近上年同期价位水平。如果天气

持续晴好，运输畅通，预计短期内价格

仍会延续平稳运行，回落态势放缓。

冬季水果供应主要依托外地调运，运

输成本和储存成本增加，价格随市场

调节震荡运行。目前水果销售进入节

前消费旺季，预计后期水果价格将保

持上行态势。

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红近期走访调研市场供应和企业

经营情况，强调各企业要积极发挥市

场主体作用，全力做好春节期间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同

时，要在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抓住春节期间消费旺季，开展丰富

的促销活动，不断挖掘消费热点和增

长点，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繁荣活

跃消费市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

进消费市场稳中提质，确保广大人民

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新春走基层

牛天甲 摄

2022 年全区商务口岸
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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