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秀霞

乡村，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乡
村振兴，便是新一轮经济起飞的“风口”
所在。而乡村振兴如何发力？放弃了
北京的红火生意，返乡创业的科右前旗
德伯斯镇乌力根嘎查郭丽丽给出自己
的答案：抱团发展，让生产要素突破行
政边界充分整合流动起来，实现优势互
补、产业融合。 

眼下，正是备春耕时节，郭丽丽正
准备与农户签订新一年的收购订单，德
伯斯镇查干嘎查脱贫户刘连合拿着手
里的订单，止不住地夸赞联村联镇产业
发展模式的好处 :“单兵作战”不免要
遇到产业规模小、资金少、平台少等瓶
颈，与合作社抱团发展让村民手里的农
畜产品值钱了。 

2009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郭丽丽
与朋友合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博亚通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尽管 3 年内赚
了近 200 万元，但是随着农村改革逐步
深化，家庭农场及农村电商、乡村民宿
等新业态出现，为返乡创业打开无限空
间，觅得先机的她于 2012 年选择回乡

创业。 
返乡创业，不是简单的“回归”，而

是新的“出发”，她先后注册成立了科
右前旗昌隆玉朱种畜专业合作社、科右
前旗蒙懿电子商务服务站、科右前旗德
伯斯基层供销社，除发展种养殖业外，
还发展瓜果蔬菜、手工艺品等订单式庭
院经济，带动周边村屯 300 多户农民平
均增收近 1500 元。她自豪地告诉笔者：

“下一步，我要实现整村推进订单生产，
带领更多乡亲一起致富！” 

“自从‘能人’回乡成立合作社抱
团发展后，出产的东西卖上了好价钱，
也不用愁销路。村民不仅有了方向，更
有了动力。”前旗德伯斯镇镇长王洪喜
高兴地说。

“私人订制”农畜产品带动村民致
富的返乡大学生郭洪平、回到草原制作
有机韭菜花的白春亮、打响“畜牧业 +
旅游”的那木吉拉……一大批返乡创
业的“领头雁”在农村牧区舞台施展才
华，他们把致富的门路引进来，把家乡
的农特产品卖出去。 

“能人”返乡推动前旗农特产品“出
山”，而吸引市民到前旗投资兴业，却以

另一种方式激发了农村牧区发展活力。
大连市市民刘宏博于 2013 年选择到前
旗创业，成立了科右前旗凤羽桐种植专
业合作社。10 年间，从投资创办前旗
首家采摘园到如今培育药材种苗，提
供就业岗位近 500 余个，带动周边农户
20 户，每年为农户提供优质道地中药
材种苗 100 万株。 

市民下乡带给农民的不仅仅是经
济上的收益，同时也带动了观念的转变
和文明素质的提升。柳树川村是一个
440 户的小村，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玻
璃钢厂、石材厂、彩砖厂等多家企业，村
民“四条腿”走路，收入连年增加。村集
体经济发展更加稳定，收入近 10 万元。 

与柳树川村村民喜悦相呼应的是
前旗俄体镇岭西村村民从心底溢出的
幸福。2010 年，科右前旗恒佳果业有限
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入驻岭西村，致力于
小林果加工产业。从初建时加工林果
仅 500 吨到目前年可加工果品 3000 吨，
林果面积也从最初的 5000 亩增加到目
前的 22000 亩。全镇林果收入占比达
17%，年产鲜果 3000 多万斤，林果种植
户达 900 户，果农人均增收 2000 多元。

企业入驻带动了乡村振兴，“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供、销一条龙发展格局
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 

在科右前旗，旗乡村三级干部付出
了 30 年的努力，破解了“小沙果大产业”
的发展难题，全旗林果栽植面积突破 25
万亩，年收入 1.72 亿元，助力老百姓实
现致富梦，助推乡村振兴迈向实景。 

人才集聚的背后，是前旗委政府围
绕“能人返乡、市民下乡、干部到乡、企
业兴乡”工程落地的具体举措，它让乡
村振兴之路走得有“智”更有“质”。未
来五年，前旗委政府还将重点支持和发
展规模种养业、特色农牧业、设施农业、
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农牧业；烘干、屠
宰、贮藏、保鲜、净化、分级、包装等农畜
产品加工业；农资配送、耕地质量提升、
农畜产品流通、农牧业信息咨询等生产
性服务业；旅游、传统手工艺、文化创
意、农村牧区绿化美化、物业管理等生
活性服务业等，不断形成“能人返乡促
创业、市民下乡促消费、干部到乡促提
升、企业兴乡促发展”的格局，走城乡
优势互补、人才交流密切、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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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在内蒙古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4 月 25 日
专门值班电话：0471—6960015
专门邮政信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A900 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20：0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

牢攥在自己手里。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

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习近平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

乡村振兴有“智”更有“质”
——前旗“四乡工程”让希望的田野充满活力 

秸秆回收
变废为“宝”

近日，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友谊嘎查，一台台玉米秸秆搂草机、打捆机在田间地头忙碌开来，随着车轮的高
速运转，细碎的秸秆被收入囊中，随即，一个个圆形的草墩子被“吐”出来。据悉，葛根庙镇加大秸秆回收再利用
力度，解决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回收的秸秆经粉碎、装袋、生物发酵等一系列程序后变成精饲料，实
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记者 包宝音德力格尔 摄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要坚定信心  

同心合力  和衷共济  合作开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博鳌亚洲

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 21 日上午在海
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
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
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下，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
坚定信心。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
史前进的车轮。面对重重挑战，我们决
不能丧失信心、犹疑退缩，而是要坚定信
心、激流勇进。

习近平强调，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
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
是和衷共济。过去两年多来，国际社会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努力。困难和挑
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
开创未来。

——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
康。人类彻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还需付
出艰苦努力。各国要相互支持，加强防
疫措施协调，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形
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国际合力。要坚持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确保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
国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超过 21 亿剂疫苗，将继续向非洲、东盟
分别援助 6 亿剂、1.5 亿剂疫苗，为弥合

“免疫鸿沟”作出积极努力。
——我们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要

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
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
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
突出位置，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

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步推
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

——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
宁。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
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
中方愿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
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
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
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
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
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
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
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
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

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
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
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
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
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我们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
战。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
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
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
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
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
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
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
受损。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尤其要
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
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

习近平强调，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
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
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
我们要继续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展现
亚洲的韧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
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

第一，坚定维护亚洲和平。今天，亚
洲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
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要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奉行睦邻友
好政策，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老铁
路建成通车，有效提升了地区硬联通、软
联通水平。要以此为契机，推动亚洲形
成更加开放的大市场，促进亚洲共赢合
作迈出新步伐。

第三，共同促进亚洲团结。要巩固
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维护兼
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区域秩序。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域内域外，都应
该为亚洲添彩而不添乱，都要共走和平
发展大道，共谋合作共赢大计，共创团结
进步的亚洲大家庭。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
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中国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
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
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中国将始
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说，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我们携手同
心、行而不辍，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
的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
来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我盟召开
妇儿“两纲”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秀秀）4 月 20 日上午，
我盟召开《兴安盟妇女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和《兴 安 盟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21-2030 年）》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
了 3 月 18 日盟行署审议通过的《兴安
盟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和《兴
安盟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以
下简称“两纲”）的相关内容、基本情况
及 2011 年以来全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情况。盟妇联、盟民政局、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盟教育局、盟卫生健康
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就大家关
心的新“两纲”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了解，我盟审议通过的新“两

纲”分别由“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
体目标”“发展领域、主要目标和策略
措施”“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四
个部分组成。其中妇女发展纲要重点
围绕妇女与健康、教育、经济、决策和
管理、社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
等 8 个领域，设定了 80 项主要目标任
务和 97 条策略措施。儿童发展纲要
重点围绕儿童与健康、安全、教育、福
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等 7 个领域，
设定了 72 项主要目标任务和 91 条策
略措施。与上周期的“两纲”相比，新

“两纲”既保持了持续性，又具有新的
特色和亮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兴安盟
交办第二十七批11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本报讯 4 月 21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兴安盟交办第二十七
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案件共11件。
按数量排序分，科右中旗 5 件，科右前
旗、扎赉特旗 2 件，乌兰浩特市、兴安农
垦事业发展中心各 1 件。

按污染类型分（部分案件涉及多类
污染），涉及生态破坏 7 件，大气污染 1
件，水体污染 2 件，土壤污染 1 件，其他
污染 2 件。

以上案件，均已转有关旗县市和盟
直相关部门办理。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兴安盟
第十八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讯 3 月 26 日至 4 月 20 日，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
央督察组”）交办我盟举报案件二十六
批共 157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
求，目前，我盟已对第十八批 8 件信访
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 1 件、
阶段性办结 3 件、未办结 4 件，责令整
改 2 家。

截至 4 月 20 日，我盟已对第一至
十八批 102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其中，已办结 32 件、阶段性办结 18 件、
未办结 52 件，责令整改 10 家，立案处
罚 2 家，罚款金额 3.2 万元，立案侦查 1
宗，约谈 5 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
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