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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影报道

又是一年丰收时，兴安大地尽欢歌。希望的田
野上，金黄色的稻穗随风轻舞，黄灿灿的玉米点缀

大地，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一幅“农”墨重彩
的乡村丰收新画卷在兴安大地铺展开来。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在义勒力特镇建起了兴安
稻海旅游观赏地，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打造
出乡村旅游“打卡”首选地。

站在义勒力特镇满都拉敖包山上俯瞰，彩色水
稻绘制的景观画鲜明而别致，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
留念。

不远处，稻田内，几台大型收割机正忙碌着，田
地间奏响了丰收的欢歌。

本报呼和浩特 10月 2日讯 （记
者 刘洋 通讯员 孙娜）秋日的老牛
湾波澜壮阔，原生态的景色美不胜收。
10月 1日，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
态文化旅游季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
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
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启
动。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厅、呼和浩特市政府主办，呼
和浩特市委宣传部、文化旅游广电局、
清水河县政府承办。

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
旅游季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文化旅
游系列活动将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文旅
活动，吸引人们走近黄河、了解黄河、
爱上黄河，探寻黄河文化与自然之美，
感悟那永续不绝的黄河魂。同时，大
力弘扬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团
结、促进繁荣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文化
旅游体系、宣传推广“敕勒川草原”文
旅品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
生态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9月 23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民族
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深入阐释新征程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对扎实推
进新时代我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
出了明确要求。9月 27日，围绕锡林
郭勒盟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锡林
郭勒盟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张晓君接
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张晓君说，今年的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
义的重要会议。会议确立了一个根本
遵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一个
历史方位，就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民族工作的历史
方位；强调坚持一条正确道路，就是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

自治区党委民族工作会议上，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作
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做好
民族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和现实紧迫感，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始终如一呵护好“模范自治
区”的崇高荣誉，奋力推进新时代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

张晓君表示，锡林郭勒盟各地各
部门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和自治
区党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
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和“纲”贯穿
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不断巩固和
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
良好局面。

一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
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持续将学习宣传贯彻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研究、统筹安
排、全面部署，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中蕴含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坚定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特别
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不断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的认识和理解，
切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

“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统筹谋划，做到所有工作都向此聚焦，
引导全盟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

二是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
握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
坚决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要
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
导，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
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
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协作、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和要
求制定全盟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和分
工方案，加强对全盟各地各部门贯彻
落实工作的指导督查，总结推广好经
验好做法，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基础建
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民族
工作整体水平。重点抓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
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
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等方面工
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和创建，在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
方法上下功夫。

三是全面对标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坚决有力推进纠
偏正向。着力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
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这“四个关
系”，坚决彻底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
误认识、统一思想认识，确保全盟民族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对表对标，深入检视和反
思全盟民族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深层
次问题，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专项整改、盟委班子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项
整改，逐条逐项整改销号。全面助推

“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建设，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
障和祖国安全稳定屏障，全力维护祖
国统一、国家安全、边疆安宁，在新时
代呵护好“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奋力推动锡盟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访锡林郭勒盟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张晓君

本报10月 2日讯 （记者 石向
军）9月29日，记者从2021年汛期内蒙
古天气气候特征分析及秋收气候趋势
预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区秋收期气
象条件利大于弊。

发布会通报了今年汛期我区天气气
候特征、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秋收期气候
趋势预测以及近期需要密切关注的气象
灾害情况。今年，全区汛期天气气候特点
是降水东多西少，气温接近常年略偏高；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暴雨洪涝、
冰雹、大风灾害频次高。截至目前，全区
共出现134次暴雨洪涝、62次冰雹、73次
大风、14次沙尘暴、8次干旱、2次低温冷
害以及5次龙卷风灾害。全区干旱总体
偏轻，干旱发生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

今年，自治区气象部门有效组织开
展汛期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气象防灾减
灾救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全区预警
信息覆盖率达100%。

全区秋收期气候趋势预测，10月1
日至10月20日，通辽市东部和南部、赤
峰市、呼和浩特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乌
海市和阿拉善盟东南部降水量较常年
多2成；其余地区较常年少2成。兴安
盟南部、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
东北部平均气温较常年低1℃；其余地
区较常年高1℃。其中，影响内蒙古的
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10月上旬有2次
中雨过程，10月中旬有1次中雨过程。
据了解，自治区农牧厅、气象局、水利
厅、应急管理厅联合组织做好当前农牧
业防灾减灾工作，千方百计夺取全年粮
食和农牧业丰收，成立了农业气象服务
专班，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三级气
象部门全面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各地农机手等直通式秋收气象服
务，9月10日至10月20日期间，全区各
级气象部门每周发布2次秋收气象服务
信息产品。

全区秋收期气象条件利大于弊

本报10月 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自治区公安厅建立了统一的身
份证受理系统，10月1日起，居民身份
证和临时身份证可全区通办。

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全区通办是
在区内身份证异地办理的基础上，推出
的又一项便民利民措施，具有两个亮点：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由原来每个旗县
只有1处，扩大到全区所有户籍派出所和
户政大厅。同时简化了流程手续，取消

了暂住人口登记等前置条件。
我区户籍人员，居民身份证到期、

丢失、损坏需申请补领、换领的，可就
近在区内任一户籍派出所、户政大厅
办理。申请换领的，持原居民身份证
办理；申请补领的，持居民户口簿或居
住证、机动车驾驶证、社会保障卡、中
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大陆居民往
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
行证、学生证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有
效证件办理。

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

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我区
户籍居民，可以在我区任一派出所申
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出具居民身
份证领取凭证即可，无需再提交居民
户口簿及相片等。此外，自治区公安
厅还建立了“互联网+户政服务”平台，
上线86项户政服务事项，基本涵盖了
所有户籍业务。群众可通过PC端、手
机APP、微信公众号等进入“蒙速办”
APP或“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政务服务”
互联网平台，线上申请办理户籍业
务。申请事项网上自动流转，审核通

过后，平台向申请人推送短信通知。
群众可持户口簿及必需的证明材料到
管辖派出所现场一次办结；也可将户
口簿及必需的证明材料邮寄至管辖派
出所户籍室，民警办结后按照预留地
址邮寄，群众“一次也不跑”，从根本上
免去奔波之苦。

下一步，全区公安机关将不折不
扣抓好“两项通办”便民服务措施的贯
彻落实，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持续优化完善“互联网+户政服务”平
台，不断提升群众网上办事体验。

好消息！身份证可全区通办

本报10月2日讯 （记者 高慧）
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获悉，10月 1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4季度列
车运行图。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调图后，中
铁呼和浩特局实施“日常线+高峰（周
末）线”的列车开行方案，共计开行进京
动车组列车36对，其中日常线列车27
对（“G”字头高铁列车 14对、“D”字头
动车组13对），高峰线列车7对（“G”字
头高铁列车），周末线列车2对（“D”字
头动车组），较调图前增加单日运能
4000余个坐席。

届时，呼和浩特至北京间最多将开

行36对动车组，其中有2对“D”字头动
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包头至北京间最多
将开行6对动车组，其中有3对“D”字头
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此外，还增开呼
和浩特东至西安“D”字头动车组1对，
较调图前两地间运行最快的列车旅行
时间缩短4小时26分钟，为旅客出行提
供更多选择。

货运方面，针对4季度货运需求旺
盛的情况，此次调图铁路部门优化中欧
班列开行方案，增开石家庄、新港至二
连，徐州北、南京至二连中欧班列2列，
为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增添更多
运能。

草原铁路10月11日起实施新运行图

本报10月2日讯 （见习记者 王
丽红）记者从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了解
到，由北京博纳影业集团、内蒙古电影
集团等联合投资的《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在国庆档引起阵阵好评，掀起观
影热潮。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
月2日15时，在我区《长津湖》票房已达
716万，位居票房第一，占据总票房的
50%以上；《我和我的父辈》以555万票
房紧跟其后，位居第二，占据总票房
35%以上。《长津湖》在我区国庆档上映
影片中排片、总人次、场均人次均居首
位。

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旗下影院上
映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占据国
庆期间排片的80%以上，院线旗下自营
影院单片上座率达到50%以上。

“像《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这类
影片的上映可以让观众感怀红色精神，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极大地增强观众的
爱国情怀。”内蒙古民族电影院线总经
理赵衍说，“国庆期间，我们要做好《长

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重点推荐国产
新片的排映工作，提高排映场次和占
比，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秀国产新片
的期待。”

“《长津湖》让我了解到，现在的幸
福生活是革命先驱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一位来自凯诺星空国际影城的观
众说。

《长津湖》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
贤联合监制并执导，吴京、易烊千玺主
演，是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抗
美援朝题材影片。讲述了71年前的冬
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在极寒严
酷的环境下奔赴朝鲜战场，凭借超高战
术、钢铁般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一路追击、奋勇杀敌，最终挫败敌人嚣
张气焰、扭转了战争态势的历史故事。

《我和我的父辈》是由吴京、章子
怡、徐峥、沈腾联合执导，由《乘风》《诗》
《鸭先知》《少年行》四个单元组成，通过
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父辈
奋斗经历，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
记忆。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国庆档
掀起观影热潮

本报 10月 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9月29日，“深学七一讲话 弘扬英
模精神”自治区公安英模先进事迹宣讲
团走进包头一机集团，将“感动北疆·最
美警察”的故事带给一机集团、北重集
团工人代表和包头市公安局民警代表。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不
一样的工作岗位，却有着同样的赤诚。
苏玉平、刘浩、李嘉琦、刘安、杨宏峰5位
公安民警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展示
了我区广大公安民警扎根基层、甘于奉
献、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本色。

这是一场深情朴实的宣讲，也是一
场触动灵魂的精神洗礼，现场一次次响

起热烈的掌声，民警代表和工人代表流
下了感动的热泪。

宣讲会后，一机集团工人代表表
示，岁月静好，是因为有无数个舍小家、
顾大家的公安民警负重前行。作为一
名工人，要向他们学习，坚守初心、积极
工作、恪尽职守、勇于担当，在自己的岗
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会民警代表表示，时代呼唤英雄，
英雄光耀时代，身处这样一支英雄辈出、
正气凛然的队伍中倍感荣耀和自豪。大
家将以公安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把学
习英模精神体现在无私奉献履职尽责
上，坚决做“两个屏障”的忠诚卫士。

自治区公安英模先进事迹宣讲团
走进一机集团兴安大地稻浪翻滚兴安大地稻浪翻滚

稻农乐了稻农乐了。。

稻浪翻滚稻浪翻滚。。

忙碌的收割机忙碌的收割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