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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新华社北京10月 1日电 10
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阿联酋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
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
会，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
这一主题，展现经济社会发展理念
和成就，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
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
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
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
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把握创新发
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积极努力。祝迪拜世博会取得

圆满成功。（致辞全文另发）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

日 开 园 ，世 博 会 中 国 馆 同 日 开
馆。中国馆主题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展示
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
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领域
发展成果。

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作视频致辞

祝福祖国
10月1日，参观者汇聚在内蒙古博物院一面巨大的国旗前，大声说出对祖国的祝福。国庆期间，举国欢庆，内蒙古博物院开展了“五星红旗飘 共筑中国梦”“听故事寻

国宝”“一起来玩围鹿棋”等8个线上线下活动，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鄂尔多斯10月1日电 （记
者 王玉琢）10月1日，记者在鄂尔多
斯市民达煤矿看到，由鄂尔多斯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杜汇良一行组成的调
研检查组，深入一线对该矿的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检查，并详细了解稳产保
供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今冬明春供暖季煤
炭增产保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
冬的总体要求，鄂尔多斯市委、政府高
度重视，把煤炭保供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市能源、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动，
形成合力，全力以赴促生产、稳运行、增
供应、保安全，推动煤炭产能释放，努力
稳定今冬明春全国煤炭供应。

该市能源局会同自然资源等有关
部门，全面梳理全市煤炭企业生产状
态，真梳理露天煤矿征地、林草问题，
加快解决煤矿手续办理、临时用地、产
能核增等各类问题，加快煤矿复工复
产，千方百计促进煤炭企业产能核
增。截至目前，全市有16座煤矿获得
产能核增批复，新增产能 3700万吨/
年。今年以来，累计获得临时用地批
复露天煤矿107座，核定产能1.69亿
吨。截至10月1日，全市正常生产煤

矿 225座，产能 6.4 亿吨/年。全年累
计新增复工复产煤矿36座，产能5400
万吨/年，新增联合试运转煤矿3座，产
能 1190万吨/年。同时，认真落实煤
矿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强化安全
责任落实，积极开展煤矿安全百日大
检查行动，为煤炭保供营造良好的安
全环境。

按照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保
供工作要求，该市认真分析煤炭供需
形势和面临的情况，积极落实保供稳
价及中长期合同补签各项工作，在自
治区能源局指导下积极协调市内各大
煤炭企业对接相关省区，不折不扣落
实保供任务。9月 29日，内蒙古自治
区四季度煤炭中长协保供合同对接会
在该市召开，由鄂尔多斯市29户重点
煤炭生产企业全部承担 18 个省区
（市）5300万吨煤源保供任务。

据悉，该市列入保供名单的63座
煤矿已分别与47家电厂及供热企业
补签中长期供煤合同99笔，签订合同
量1882.3万吨。其中区外签订420万
吨，区内签订1462万吨。另外，按照
国家发改委要求点对点保障东北地区
的380万吨供暖煤也已经全部签订，
正在开展保障供应的各项相关工作。

鄂尔多斯市全力以赴
保障全国煤炭供应

□本报记者 许晓岚 张慧玲
郝飙 霍晓庆 包荭

“如果有人问我，乌海的夏天是什
么味道的？那我一定告诉他，乌海的
夏天是葡萄味儿的。”在北纬39度“早
穿皮袄午穿纱”的一个秋日午后，站在
依旧能把人胳膊晒红的日头下，王胜
云幽默地说，“不仅仅是夏天，乌海的
秋天也是葡萄味儿的。”

王胜云并非随口说说。他是海南
区赛汗乌素村黄河村民小组的党员“致
富带头人”、科技示范户、葡萄种植大
户。种了30多年葡萄的他，亲眼见证
了这个位于黄河东岸的小村庄是如何
成为远近闻名的“乌海葡萄第一村”的。

站在王胜云家的葡萄丛中，远远
望去，葡萄藤下结满“一袋袋”的葡
萄。这是葡萄外面套上了防尘防虫纸
袋，可以保持果实的“形体美”和健康。

“1974 年，我来到黄河村定居。
当时黄河村是区属第一个移民村庄，
我来的时候人很少，对于如何通过发
展产业过上好日子，更是没有思路。”
回想起刚搬来的时候，王胜云不禁感
慨起来。

“1983 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
后，我们开始发展集体经济。1985年，
海南区农牧业局派了技术员，指导我
们种植葡萄。那时，我种了3亩，全村
种植面积大约有 300 多亩。”王胜云
说。

黄河村属于显著的大陆性气候，
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
大，适宜种植葡萄。就是从那年开始，
这个黄河边上的小小村落，打开了种
植葡萄致富的大门。

2000年开始，乌海市农牧局实施
产业引导，种植葡萄每亩补贴800元，
王胜云将种植面积扩大到十几亩，品
种增加为 3 个。2001 年，他又花了

600元买了200棵红提种苗，当年纯收
入达到了7万元。这让他坚定了种植
葡萄致富的信念。

为扩大种植规模、提高葡萄品质，
2014年，王胜云组织种植户“抱团取
暖”，成立了乌海市农友农业专业合作
社，社员160多户。合作社对村民种
植葡萄的各环节予以技术指导，同时
在上市季节统一销售。如此一来，黄
河村葡萄的品质越来越好，渐渐地在
乌海市民中树立起良好口碑，每到秋
天，自驾车来村里买葡萄的市民络绎
不绝。

“这个黑紫黑紫的叫做‘无核紫’，
这个白里透粉的叫做‘里扎马特’，整
个海南区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说到葡
萄品种的引进，王胜云满脸自豪。

2020年，王胜云又从外地引进了
8个葡萄新品种，准备试种成功后再带
动大家一起种。“引进新品种、种出好
葡萄，才能提高竞争力，才能继续打响
我们黄河村葡萄产业的品牌，带动村
里的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增收致富。”王
胜云说，目前全村有100多户居民，基
本家家都种葡萄，村里有一半人家仅
种葡萄一项，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

说话的间隙，王胜云家进来了两
位年轻的女士，是上门来买葡萄的。

“人家外头摆摊摊，你在家里收钱钱。”
驻村工作队的刘占林随口一句顺口
溜，透露了王胜云如今的销售模式。

原来，王胜云不仅葡萄种得好，还
特别善于利用信息和网络资源。“刚开
始使用微信的时候，他就把自家的葡萄
照片发在了朋友圈。并且每一位买葡
萄的人在朋友圈转发相关信息，就会收
到一箱葡萄赠品。 ■下转第3版

乌海的秋天乌海的秋天，，是什么味道的是什么味道的？？

王胜云脸上流露出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张炜 吴姗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
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
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今年4
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
察时指出。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
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
带。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
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100年来，我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
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
煌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重要
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著成
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重要论述，站位高远，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
民族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
不息的精神纽带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
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
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
繁荣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
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
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
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
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
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2013年 3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
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

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
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
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
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
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
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上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
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
不息的强大力量。不论树的影子有多
长，根永远扎在土里；不论留学人员身
在何处，都要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
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留
学人员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
统，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秉
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人生理想，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自觉使个
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
树上。”“大家都要牢记，无论身在何处，
你们都是中华儿女的一分子，祖国和人
民始终惦记着你们，祖国永远是你们温
暖的精神家园。”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
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
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2019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
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
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
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
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
中高高飘扬！”

“2019年，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二〇
二〇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为共和
国70年的辉煌成就喝彩，被爱国主义
的硬核力量震撼。阅兵方阵威武雄壮，
群众游行激情飞扬，天安门广场成了欢
乐的海洋。大江南北披上红色盛装，人
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和我的
祖国》在大街小巷传唱。爱国主义情感
让我们热泪盈眶，爱国主义精神构筑起
民族的脊梁。这一切，汇聚成礼赞新中
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
添了无穷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爱国主
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
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
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
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主义是
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
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
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
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
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
壮丽旗帜！”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
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
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
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
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
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
办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
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
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
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
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
学家精神。”今年5月 2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
上强调，“广大院士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
保持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为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
不懈奋斗！”

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
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
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
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
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要
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
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
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
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

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
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
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
神依靠。”

2014年 9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抓好
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
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中
生根发芽。各民族都要培养孩子们树
立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不要让孩子们
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首先要知
道自己是中华民族，这是月亮和星星的
关系。这件事一定要大张旗鼓做起来，
持之以恒做下去。”

2016年 9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
览”时强调：“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
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
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有信
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
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
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
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
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首先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
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
主义宣传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广
大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让广大青少
年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
报国之行，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
人格。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
一位的。”2018 年 5月 2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
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
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
于国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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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