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烨琳 

盛夏时节，走进乌兰浩特市天骄天
骏生态旅游度假区，翠意连绵、流水成
裳，山水环抱之间，步步皆景、处处成
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废弃矿
山，刮风灰尘飞，下雨泥浆流。经过两
年多的山体修复、河道治理、绿化整治，
如今，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已然是一派画境。

如诗如画的远不止天骄天骏生态旅
游度假区。在郁郁葱葱的兴安大地上，
阿尔山松涛桦浪万顷风光独特，扎赉特
旗神山巍峨气象万千，突泉县人工林海
雄浑壮阔巧夺天工，科右中旗五角枫情
秀色倩美令人神往沉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重要论述，
在这片 6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得到精
彩呈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在 160 多万人民的执着奋进中

结出累累硕果。
近年来，盟委、行署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作为立盟之
本、发展之基，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持续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厚植绿色
发展优势，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生态
福祉。

共治：让生态优先成为城市建设的
主基调

站在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和平村
的山坡，远远望去，成片的杏树早已结
满了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走进杏
树林间，只见树下生长的黄芩、防风、桔
梗、苍术、五味子等十余种中药材生机
勃勃，为这片林地平添几许绿意、几分
药香。

“18 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坡地，夏天
下大雨，山洪就会冲进村里，在山坡上
留下一道道沟痕。”扎着马尾辫、正在修
剪树枝的和平村农家女姜志华说，2002
年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出台，她承包

了这座 245.1 亩的荒山。
从最初的一片荒山，到现如今果树

满山坡，18 年来，姜志华在这片荒山上
共栽植山杏树 10 万棵，苹果树、山丁树、
榆树等近 5 万棵，已经形成经济价值近
300 万元。山坡上草的覆盖率也由不足
20% 达到了 80%，她探索的林下经济发
展模式也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姜志华把荒山变成果园并非特例，
这只是我盟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盟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向优。盟委、行署在全区率先提出
创建生态文明示范盟的战略目标，为我

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统领、
指明了方向。全盟上下迅速行动，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准
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着力解
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力推动我盟生
态文明建设上台阶。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为有效推进生态文明示范盟创建工作，
我盟在全区率先编制实施《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盟创建规划》，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走在前、作表率。我盟生
态环境系统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开展燃煤锅炉治理、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河湖清四

乱、违建别墅整治等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空气、水、土
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水平。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全域启动生态文明创建
工作，乌兰浩特市和阿尔山市率先创建
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阿尔山
市被国家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科右中旗“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通过
自治区评审，美好生态环境的深厚福祉
进一步厚植。

共享：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
色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
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持
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
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
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我盟做好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盟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深

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解和把握，保持
定力、顶住压力、冲破阻力，坚韧执着地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从近年来
我盟发展实践看，以“两米”“两牛”和
旅游为代表的优势特色产业呈现强劲
发展势头，其基础就是我盟良好的生态
环境，彰显的品质也是良好的生态环
境。

近年来，我盟始终坚持全面准确理
解把握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真正让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在头脑中植根、在实践中落
地。“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鲜
明地树立起来，所有区域、所有领域、所
有产业、所有行业发展都要体现坚持这
一导向的要求，一旦经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出现矛盾，       （下转第四版）

兴安盟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会协办

引领绿色发展   彰显生态文明   书写兴安答卷
——兴安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色发展引领区纪实

  记者 王永生 摄

六山六水看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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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经自治区党委、
政府批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
兴安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

根据安排，自治区第二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
间 为 2020 年 8 月 1 日 -8 月

25 日，共计 25 天。
督察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

班 电 话：0482-8268773，专 门
邮政信箱：兴安盟 10001 号邮
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时间
为每天 8:00～20:00。

自治区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
                      2020 年 8 月 1 日

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调查研究，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积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

险挑战和巨大压力，为推进改革发展、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凝聚广泛

共识、汇聚强大力量。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

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

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习近平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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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六水看兴安——
“神山·绰尔河纪行”⑤》

张恩惠在扎赉特旗阿尔山市科右前旗调研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攻坚意识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温亮）8 月 3 日至 4 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盟委书记张恩惠深入
扎赉特旗、阿尔山市、科右前旗调研生态
环境保护、脱贫攻坚、文化旅游、重大项目
建设、防汛减灾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攻坚意识，拿出超常规举措推
动各项任务落实，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
盘，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近几日，一些地区出现了强降雨，未
来几日仍有雷暴天气，山洪等自然灾害
发生的风险日趋加大。张恩惠一行来到
扎旗巴达尔胡镇查干居日和嘎查调研山
洪沟防洪治理情况，并来到绰尔河喇嘛洞
大桥段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山洪沟治
理项目对于防御山洪灾害，改善山地生态
环境至关重要，一定要把山洪沟治理作为
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抓实抓好，结合乡村环
境整治，多级联动、密切配合，加快项目建
设，加强质量监管，强化设施维护，确保山
洪灾害防治项目长期发挥效益，努力打造
示范性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要高度关
注汛期河道流域安全，盯紧盯牢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组织专门力量做好隐患排查，
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风

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八月的兴安大地，高天流云、满眼苍

翠。张恩惠先后来到博格达山景区、绰
尔托欣河湿地公园、阿尔山国家森林公
园、乌兰毛都草原，详细了解生态保护、
旅游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倍加珍
惜我盟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最宝贵财富，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
护的首要任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持续厚植生态优势，坚决守护好祖
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要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进一步丰富优质生态旅游
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旅游品位、丰富旅
游业态、增强产品吸引力，拓展旅游发展
的新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张
恩惠十分关注公路项目建设。他驱车数
百里来到扎赉特旗境内巴彦乌兰段省道
204 线公路、阿尔山市天池段省道 308 线
伊尔施至柴桥公路施工现场，对当地党委
政府、交通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提要求、

交任务、压责任，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张恩惠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
大力度、加快进度，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
工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早建成、早投用、早日发挥作用，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引绰济辽水利工程移民搬迁项目是一项
国家重点工程，也是重大民生工程。张恩
惠深入巴彦乌兰苏木库区移民搬迁新址，
调研水库移民集镇建设情况。张恩惠听
汇报、看规划、问进度，强调要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把质量关、安全关、
进度关，做到科学规划、高效施工，统筹推
进生产生活生态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
套，切实打造成为特色精品旅游小镇。贫
困地区脱贫工作质量如何，贫困群众增收
是否稳定，张恩惠始终高度关注。他走进
扎旗巴彦乌兰苏木巴彦塔拉嘎查，深入了
解集体经济带贫减贫情况。他鼓励贫困
群众增强致富信心，借助党的好政策，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各类特色产业，依靠勤劳
双手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他要求当
地干部要心无旁骛组织引导群众脱贫致
富，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做大做强集体

经济，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成果。

在阿尔山市调研期间，张恩惠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阿尔山市委、政府和大兴
安岭旅游公司工作情况汇报。张恩惠指
出，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小康还
需付出更为艰苦努力。各地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攻坚意识，千方百计抓好
产业转型升级，争分夺秒抓项目促投资，
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以各项工
作的“加速度”全力推动各项任务实现突
破性进展。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越
是困难增多、考验严峻的时候，越要凝心
聚力、迎难而上，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把
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用在破解难题、推动发
展上，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
新局，以过硬的作风和能力推动党中央、
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和盟委工作要求不
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盟领导高长胜、许宝全、朱成帮、姜天
虎及盟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程或分段
参加活动。

奇巴图深入科右前旗调研
本 报 讯（记 者  孙 崇 正）8 月 3 日，

自治区副主席、盟委副书记、盟长奇巴
图深入科右前旗调研脱贫攻坚、生态旅
游、“两牛”产业发展等工作。

奇巴图一行来到阿力得尔苏木混都
冷嘎查实地了解扶贫工作队工作开展情
况。他强调，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收官之年，要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
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确保已脱贫户
不返贫、边缘户不致贫。要认真谋划、一
体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在乌

兰毛都苏木，奇巴图走访慰问包联贫困
户特古斯、七十八、其木格家，看住房、问
生活，对照明白卡一笔一笔算收入，详细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脱贫政策落
实情况。奇巴图强调，要盯住每一个贫
困户的增收途径，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给他们创造脱贫增收的有利条件，不
断增强自主发展内生动力。

在大石寨镇鸡冠山林果生态旅游营
地、乌兰毛都苏木金马鞍景区、德伯斯
镇黑羊山景区和科尔沁镇科尔沁塔拉
城中草原，奇巴图详细查看生态治理、

草原驿站和民宿旅游发展情况。他强
调，要瞄准国际国内市场，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高中低端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着
力打造高端化、大众化相结合的旅游目
的地，促进旅游业提档升级。要加大旅
游公路、景区沿线环境治理力度，严禁
私搭乱建、破坏生态行为，在保护生态
环境、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

科右前旗金顺生态循环养殖牧场是
兴安盟与伊利集团合力推进“绿色健康
产业创新示范区”养殖基地的重点项目

之一，设计存栏规模 3.5 万头，其中奶牛
1.5 万头、肉牛 2 万头。奇巴图详细了
解该牧场的建设用地、养殖规模、施工
进度等情况，并强调“两米两牛”是我盟
依托生态优势推进绿色发展、促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特色主导
产业，要持续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服务
保障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
农牧民脱贫致富。

盟人大工委副主任、科右前旗委书
记朱成帮，盟直有关部门、科右前旗有
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