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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我的沟通能力更强了
●本报记者 苗青 实习生 贺萌

贺海东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

听取我市推进优势产业集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常培忠曹思阳等参加

贺海东会见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锋一行
本报讯 8月 18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
东在市政府会见了中国水环境集团董
事长侯锋一行，双方就有关项目合作
事宜进行了交流座谈，并就进一步深
化战略合作达成共识。

座谈中，侯锋首先以南明河水环
境综合治理与资源利用为例，介绍了
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创新实践
经验，包括南明河治理的历史背景、治
理前后对比、技术创新以及治理成效
等，并就中国水环境集团核心技术和
技术创新应用推广情况进行了全面介
绍。侯锋说，中国水环境集团希望与
呼市在构建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
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建设方面
进行合作，通过科技进步、模式创新，

实现变废为宝，废水回用，努力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贺海东对侯锋一行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近年来，呼和浩特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不断推进全市水环境综合治
理与资源利用。中国水环境集团实力
强、技术先进，合作模式新颖，希望企业
发挥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积极参与
到呼市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加快推进呼
市污水处理合作试点以及大黑河、小黑
河等河道综合治理，共同谋划好首府节
水型城市建设，共同做好水环境这篇大
文章，通过“央地合作”新模式，实现企业
与地方优势互补、互利双赢。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程民及
市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李海珍）

本报讯 8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东主
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听取我市推进优
势产业集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培忠，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曹思阳等市四大
班子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打造以乳业为核心
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以光伏产
业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以生物
疫苗为重点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以大数据云计算为重点的信息技
术产业集群、以建设区域物流中心为
引领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以建设区
域生活消费中心和休闲度假中心为
引领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

贺海东指出，六大优势产业集群，
是我市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全面梳理并
经过科学分析优势劣势最终确定的全
市发展主导性产业，是关乎全市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
决策，也是全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核心所在，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全市上

下都要对此有深刻认识，各地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主动担当作
为、积极履职尽责，加大力度推动六大
优势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贺海东强调，抓好六大优势产业集
群发展，既是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重要
举措，也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相关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思
想认识要到位，要迅速行动起来，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各项工作要往
前赶，迅速制定方案、组建专班、建立机
制；重点任务要突出，一手抓项目，做好
服务保障、资金保障，一手抓招商，做好
深入对接、推动项目落地；工作机制再
完善，要建立项目台账、问题清单，定期
调度、重点督查，把六大优势产业集群
建设作为落实“十四五”规划重要抓手，
扎扎实实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和林格尔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及各地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李海珍）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地方课程
教材编审工作实施细则》公布

珠穆朗玛巍巍耸立，刻写高原风云。
雅鲁藏布浩浩奔腾，流淌沧桑巨变。
祖国的西南，是 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西藏。

这里，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
年前的 5月 23日，是雪域高原的历史转折点——《中
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

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70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历经民主改革、成
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
进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创造了彪炳千秋、利泽万
代、亘古未有的历史功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脱贫
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
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正向着
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阔
步前行。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苗青）为全面加强
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规范自治区
中小学教材管理，切实提高教材建
设水平，自治区教育厅牵头制定了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地方课程教
材编审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并指出盟市、旗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原则上不组织编写地
方课程教材和相关读本。

《细则》共八章三十四条，主要包
括中小学教材的管理职责、地方课程
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核等多项内容。

《细则》所称中小学地方课程教
材，是指根据地方课程设置安排，由
自治区组织编写的用于课堂教学的
教材和教育部授权或委托自治区审
定的在自治区中小学使用的教材
（含配套的教学软件、音视频资料、
除地图册之外的教学图册）。

《细则》指出，地方课程教材编
审工作应按照立项核准、编写修订、
审定试用的程序进行，严格实行审
定制度和目录管理制度。未经自治
区审核的地方课程教材、未列入地
方课程教材目录的教材不得在自治
区中小学校使用。

盟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的选用
和征订。盟市、旗县（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原则上不组织编写地方课程
教材和相关读本。校本课程依据本
校特色教学资源，以多种呈现方式
服务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原则上
不单独编写、出版校本教材。

据悉，自治区教育厅不受理未
在教材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方课程
教材立项申请。地方课程教材编写
实行主编负责制。地方课程教材按
学制实行周期修订制度。教材审核
实行凡编必审、编审分离制度，遵循
回避原则。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
材要按规定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政治把关后，报内蒙古自治区
教材委员会终审。

此外，地方课程教材必须在自
治区教育厅公布的用书目录中选
用，教材选用结果须在盟市教育行
政部门网站上公示。承担地方课程
教材编写、修订任务的主编和核心
编写成员视同承担省级科研课题，
编写和审核人员所在单位应充分保
证其工作时间，将任务纳入工作量
计算，作为业绩考核、职务评聘的
依据。

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初秋时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马群
沟村的田野里，翠绿茂盛的黄芪一望无
际，阵阵药香沁人心脾，种植户赵文俊
带着几个村民在地里为黄芪除草、接水
管，一派忙碌景象。

“我今年承包了 200亩土地种植黄
芪，还雇了几个村民来除草，以前种植
玉米，一亩地只有500元左右的收入，现
在种黄芪，每亩纯收入 2000多元，足足
翻了4倍。”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赵文俊
说道。

马群沟村盛齐堂黄芪加工厂内同
样是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筛分、修
剪、扎捆、打包……工人们动作娴熟、

行云流水。
“我家里种了 20多亩农作物，闲时

就到盛齐堂打工，每月工资 3000多元，
不比在县城打工挣得少，离家还近，顾家
挣钱两不误。”马群沟村村民张招小一边
将修剪好的黄芪打包一边对记者说，他
一年纯收入五六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和林格尔县城关镇马群沟
村不断调整种植结构，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发挥区位优势，通过协调
引进内蒙古盛齐堂生态药植有限公司，
以党建引领推进黄芪产业发展，努力打
造集黄芪种质资源保护、育苗、种植、加

工、仓储、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带动周
边 1300多户农户采用标准化模式生态
种植黄芪，提供了种植、修剪、加工等多
种就业岗位，每人每年增收 20000 多
元。通过“公司+基地+种植合作社+农
户”的订单模式，盛齐堂与种植户签订
收购协议、保价协议，保证种植户的收
入，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收入，特色
种植让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家门口就
业让村民实现了稳定增收，党建引领让
村民们过上了小康生活，呈现一幅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画卷。

（李海珍 杨利霞）

本报讯（记者 冯燕平）8月18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
书记贺海东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 2021年第 11次集体学习会，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
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重要
批示精神。

会议特邀内蒙古党校副校长安静
赜作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
专题辅导。常培忠等四位中心组成员

围绕主题作重点发言，李炯、曹思阳等
其他中心组成员提交了书面发言。

贺海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重要要求，深刻阐述
了为什么提出新发展理念、什么是新发
展理念、怎样贯彻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根本行动遵
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 6次对内蒙古发表重要讲话，鲜明贯
穿了新发展理念，清晰标定了内蒙古的

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系统
性、针对性。呼市一定要把贯彻新发展
理念作为检验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
标尺，坚定坚决用新发展理念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定不移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确保新发展理念在首府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生动实践。

贺海东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事
关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紧盯
目标任务和突出问题，逐个攻坚、逐个
推进、逐个解决，扎实做好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文章，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中心组成员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关键少数，要切实扛起政治
责任，持续深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和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
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真
正让新发展理念融入思想、扎根头脑、
成为信念，更好推动首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贺海东还对做好防汛、疫苗接种、
信访维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召开
贺海东主持常培忠李炯曹思阳等参加

这几天，位于托克托县一溜湾地区沿黄大道两侧的格桑花竞相绽放，万紫
千红、花海斑斓的景观引得游人流连忘返。

据了解，这片格桑花田由黄河湿地管护中心精心打造，占地约26000平方米，
开花期将持续到10月份。格桑花颜色各异，生命力强，且耐寒，呈“八瓣”形，故当
地人更喜欢称之为“八瓣梅”。在阳光映照下，一朵朵格桑花如凌波仙子，清风拂
过，目之所及，姹紫嫣红，淡雅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惊艳了初秋时光。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赵向东 摄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8月18日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伊建交 50年来，两
国关系经受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人
民友谊历久弥坚。面对世界百年变局
和世纪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
中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在联手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有力巩固
了两国战略互信，坚定捍卫了国际公平
正义。中方赞赏伊方积极发展对华关
系，愿同伊方携手努力，推动中伊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不管国际和地区形势

如何变化，中方都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
友好关系。双方应该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中方坚定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
和民族尊严、反对外部干涉，愿同伊方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抗疫合
作，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中伊全面合作计划为深化两国
互利合作开辟了更广阔前景。双方要
深入挖掘潜力，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中方支持伊
方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问题上的合理
诉求，愿同伊方就地区事务加强协调配
合，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地区安全稳定。

莱希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和伊中建交50周年。坚定不
移发展更加强劲有力的伊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是伊政府对外政策优先和重
点。伊方感谢中方为伊朗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提供宝贵支持，赞赏中方在伊朗核
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愿
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
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
主义、霸权主义和外部干涉。伊方坚定
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的
立场，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借病毒溯源问
题打压遏制中国。中方倡议共建“一带
一路”充满战略远见，伊方愿积极参与。

特色种植让农民收获“金色希望”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8月18日同伊拉克总统巴尔
哈姆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伊拉克是最早同新
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中
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合作伙伴。作为伊拉克人民的真
诚朋友，中方积极参与伊拉克经济重
建，各领域友好务实合作稳步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伊相互支持，
守望相助。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
系，愿继续支持伊方抗击疫情，扩大两
国能源、电力、交通等领域合作，助力
伊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推动中伊战

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伊方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
伊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支持伊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
涉伊内政。希望伊拉克各派别加强团
结，推动国内政治进程取得新进展，实
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中方愿同包
括伊拉克在内的友好国家一道，共促
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巴尔哈姆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祝愿中国以此
为新起点在未来征程上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伊中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
文明。伊方理解中方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采取的举措，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伊方感谢中方为
伊拉克经济重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的帮助，愿深化伊中友好关系，希
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扩大双
边贸易投资合作，拓展文化、旅游、青
年、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伊方愿同
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共同应对国际地
区形势急剧变化，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同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通电话

时值暑假，孙心语每天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写假期作业、体育锻炼、朗
诵、阅读……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

孙心语是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
即将升入初二的学生，推行使用三科
统编教材以来，她和同学们已经很好
地适应了课堂教学。“使用统编教材一
学年下来，我在交流、见识等方面都有
很大提升，对课本内容也更容易阅读

和理解，我的成绩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光历史成绩就提升了十分，道德与
法治也从八十多分提到了九十分，我
们班级甚至有同学提高了三十分。对
个别同学开始出现的不适应现象，老
师都会及时地沟通，在课下也会耐心
讲解，让我们都能更加放松、认真地投
入学习中。”孙心语高兴地说。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