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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春
艳 见习记者 杨柳）10月13日至14
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区人大
系统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对
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
任务新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推动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研究室主任郭欣表示，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已经就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出部署，办公厅将
按照党组的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常委会
组成人员、各级人大代表、人大机关干
部的学习贯彻工作，按照总书记关于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
权，保证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
遵守和执行，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
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
发挥出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
代表机关应有的作用，推动内蒙古人大
工作高质量发展，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
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
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全新政治制度。对此，自治区人大代表、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高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她说：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在财经立法工作中扎实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
监督权，实现人大对财经工作的正确监
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始终

坚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到法规调
研、起草、审议全过程。学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要继续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
展、保障善治，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
度载体作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法规二处处长刘致新说。

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岱
沁认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工作的首要政治
原则，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人大立
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做到紧跟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
求实际，使各项工作更好围绕中心和大
局，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赤峰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李海峰表示，作为一名立法工
作者，感到今后立法工作的目标更加明
确、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荣。他
说：“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5年
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以来，赤峰市坚持积极稳妥、保证质量
的原则，共制定6项地方性法规，立法
工作开局良好。下一步，我们要按照立
良法的要求，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
质量，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丰富人大代表联
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接地气、
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段话，令鄂尔多斯市人大代表、准格
尔旗迎泽街道南苑社区党支部书记邓郁
印象深刻。她表示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通过多种形式收集社情民意，将群
众呼声变成代表建议，以解决群众身边
一个个“小问题”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
用力改善社区“大民生”。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动内蒙古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人大系统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10月 15日讯 （记者 李
存霞 帅政）10月15日5时10分，在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北纬44.2度，东
经120.24度）发生4.7级地震，赤峰市、
通辽市全境有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
大部分地区有感。

截至 10月 15日 11时，共发生 4
次余震，无人员伤亡报告。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地不
同程度受灾。其中，阿鲁科尔沁旗共有
7个苏木乡镇43个嘎查村受灾，涉及
384户1060人，936间房屋、8间仓房、
14间棚圈出现裂缝。目前，电力、交通
等保障正常。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派
出的工作组，正在对受灾情况逐户调查
了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排查核
实。具体灾情正在统计中。

记者从自治区地震局了解到，地
震发生后，自治区地震局立即启动Ⅲ
级地震应急服务响应，应急人员到岗，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自治区地震局党
组书记、局长卓力格图立即向自治区

党委、政府和中国地震局报告相关情
况，组织召开震情紧急会商研判震
情。赤峰市应急局进一步了解受影响
情况，赤峰地震监测中心站第一时间
派出工作队先期赶赴震区，架设流动
监测台，加强震区地震监测能力。自
治区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弓建平
率领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当地防震减
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高度重视，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视频调
度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具体灾情和救灾
工作，动用直升机对震源地受灾情况
进行全方位勘察；立即派出工作组赶
赴震源地，实地勘察了解受灾详情，指
导地震波及范围内的地区组织开展地
震影响情况核查和抗震救灾工作；积
极与自治区地震局会商研判，开展对
后续震情的监测分析，做到信息共享、
处置联动，防止发生二次灾害；加强值
班值守，指导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做好
应急准备。

阿鲁科尔沁旗发生4.7级地震

本报兴安10月15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许文军）10月
14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宣讲团
报告会在兴安盟开讲。报告会以视频形
式召开，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四巡
回指导组组长杨玺带领指导组全体成员
在主会场参会。兴安盟组织了盟旗两级
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副组长、
联络员，各部门单位分管民族工作负责人
及宣讲团成员496人聆听了专场报告会。

14日上午，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

区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党校民族理论与政
策教研部杨兴猛教授，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从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
内涵和重大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四大关系”和“五项任务”、加强和完
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的根本政治保证等4个方面，对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生动诠释。

杨兴猛表示，此次报告会旨在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兴安盟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乌兰浩特一中教师吴国秋在聆听报告
会后，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
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14日下午，杨兴猛教授又来到科右前

旗展翼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获
得者齐晓景及在场的村民进行面对面、互
动式宣讲和交流，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与杨兴猛教授深入沟通
交流后，我和乡亲们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
全面的认识，收获很多、感触很大。下一
步，我将继续团结各族村民，一起抱团发
展，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齐晓景满怀信
心地说。

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治区宣讲团报告会在兴安盟开讲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杨帆）
10月 14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
区宣讲团在内蒙古能源投资集团宣讲。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经济日报社内
蒙古记者站站长陈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纲，通过世界范围民族问题
的案例典故，回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
特色道路探索，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深远意义，并就如何开创民
族工作新局面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宣
讲解读，宣讲内容点面结合，层层递进，
条理清晰，发人深省。

听了宣讲后，内蒙古能源投资集团

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云月霞受益匪
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科
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理论性，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作为党员干部，做好民族工作，是我
们必须始终放在心上的‘国之大者’。我
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在学习领会上下功夫，在宣传教
育上出实招，在本职工作中自觉维护民
族团结，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集团
公司各民族干部职工相互尊重、相互学

习，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加深了解、增进感
情，同心同向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能源投资集团锡林胜利矿业
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裴国庆表示，通
过聆听宣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今年，
胜利西三矿累计投入绿色矿山建设资金
3.4亿元，矿区可绿化区域向原生态自然
环境转变，绿化覆盖率达100%，‘把生
态底色原原本本还给草原’的愿景逐步
成为现实。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
矿地关系和谐化，全力以赴加快绿色矿
山建设，在保障生态安全和维护民族团
结、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胸怀大局、放眼

未来，为实现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
量。”裴国庆说。

受到宣讲启发，来自集团公司基层
单位的团委书记田叶说：“作为一名团
委书记，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今后工
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注
重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以广大青年职工乐于接受的方
式，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
青年职工学习工作中，为培养担当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而不
懈努力。”

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治区宣讲团在内蒙古能源投资集团宣讲

本报 10月 15日讯 （见习记者
梅刚）10月 15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1年全区就业创业推进会暨秋季
招聘会将于10月 17日、18日在包头
市举行。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用人单位超
800家，面向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提供
岗位2.52万个，这是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的综合性现场人才交流活动。此
次招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1+14”模
式展开，主会场设在包头市国际会展
中心，其他盟市设分会场，17日同步启
动，通过现场和网络招聘、新兴媒体推
介、“直播带岗”和“点对点”服务等多
种方式开展人力资源求职和岗位招聘
对接服务。主会场设置重大项目招聘
专区、大型企业招聘专区、校企合作对
接招聘专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专区、网
络招聘专区，组织大型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和工业园区参加招聘会，为高校
毕业生、农牧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
体提供高效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同

时，还设立人力资源助力产学研展示
区、“双创”成果展示区、职业技能成果
展示区、直播带岗成果展示区，集中展
示自治区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
职业技能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和优
势项目。

此次招聘会聚焦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产业龙头企业、国有企业用工需
求，征集参会企业 825 家，征集岗位
2.52万个，其中线上企业544家，岗位
1.51万个；线下企业281家，岗位1.01
万个。精选214家企业入场进行现场
招聘，包括包钢、一机、北重、北奔、二
〇二厂等大型国有企业。

此次招聘会将在线上线下同步进
行，通过自治区人才招聘云服务平台、

“四位一体”就业服务云平台、内蒙古
人才网和包头就业招聘网等平台集中
发布企业招聘信息，与现场同步开展
网上招聘活动。同时，现场设立直播
间15个，征集直播带岗企业146家，岗
位2749个，在招聘会期间将举办实时
网络带岗直播45场。

2021年全区就业创业推进会
暨秋季招聘会17日举行

■上接第1版 要着力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机制、做好民
生基础工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断
取得新进展。

石泰峰强调，落实“三新”要求，必
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意
识、提高政治觉悟、强化政治担当，牢
记“国之大者”，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纳入到

“三新”要求中统筹考虑和谋划，对必

须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心中有数，
对怎样去干、干到什么程度要手中有
招，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
善于把握经济工作的政治主动，力戒
机械落实、盲目行事，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要开启头脑风暴、更新思
想观念，推动全区上下对不合时宜的
思想行为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坚
决破除思维定势、工作惯性、路径依
赖，更好推动“三新”要求落地落实、
见行见效。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

■上接第1版 五是全面考核工程各
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
系统间的匹配性。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停靠
空间站，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
舱、2艘货运飞船、1艘载人飞船共4个
飞行器组合运行。由于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大约只需要 6.5 小时，所以 16日
早晨在大多数人起床的时刻，应该就
可以看到3名航天员已经进驻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了。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
留6个月，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
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本次飞行任
务中国女航天员首次进驻中国空间
站，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为中国首
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而翟志
刚曾经在神七飞行任务中成为中国首
次出舱的航天员。由此，神十三乘组
也将成为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男女航天
员的乘组。还将创造中国航天员在天
宫过大年的历史。网友老早就开始为
航天员“安排”过年节目了，吃饺子、拜
大年……应该看点多多。

天地之间还会有什么活动呢，网友
们纷纷展开想象。航天员系统总设计
师黄伟芬说，活动肯定会比神舟十二号
更多。作为最硬核的科普团队，王亚平
应该有第二次太空授课。诗意的想象
可以多一些。因为中国航天人特别擅
长在太空“写诗”。

在为出征的航天员送行的人群中，
也不乏充满想象力的观众。党的十九
大代表乌云苏乙拉已经是第三次参加
送行活动，她激动地说：“神十二返回舱
就是落在我父母留下的草场上，就在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
嘎查，那片草场现在是我弟弟在经营，
我希望神十三回来的时候还能够落在
我家的草场上”。

这朴实的心声是历史的传承，我们
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响。现在的东风航
天城，曾经是额济纳旗旗府宝日乌拉所

在地，1958年，为了祖国的国防和航天
事业，额济纳旗三易旗府，为祖国献出
了这片最好的牧场。如今，额济纳旗人
民依然愿意无条件贡献出自己的草场
支持祖国航天事业。

神十二返回舱回收，仅额济纳旗就
有党政军警民2万余人参与协助回收工
作。进东风航天城之前，我们10月12
日曾经走访了距离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达来呼布镇150公里的神舟十二号飞船
返回舱落点。在落点地区，车辙纵横交
错，草场被碾压，但草场的主人卫其勒格
其依然为返回舱落在自家草场无比骄傲

和自豪。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骄傲，有
着最深厚的人民根基。额济纳旗也是连
续六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旗称号的旗。
神舟十二号回收成功后，发射基地分别
为阿拉善盟和额济纳旗送锦旗：“列阵天
地迎接英雄归航 助力神舟共筑航天强
国！”锦旗很霸气，也很诗意！

这个季节也是航天城最美丽、最诗
意的季节。成片的胡杨金黄灿烂，诉说
着航天人的极致浪漫。

国庆期间，东风航天城的一场集体
婚礼惊艳了世人，新人们在发射塔架下
摆成了心形。而正在执行神十二发射

任务的航天员也送来了来自太空的甜
蜜祝福。

中国航天人浪漫体现在方方面面。
发射和回收时的口令有东风、北

京、雄鹰、猛士，包含了天地间的支持系
统；航天器命名，有神舟、天舟、天宫、天
问、嫦娥、祝融、羲和，寄托了中国人几
千年的飞天梦想；东风航天城的街道和
建筑，有问天阁、东风小学、宇航路、和
平路、长征路、胡杨路；而神十二神十三
的发射时间，分别是中国第一颗氢弹和
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念日。

国庆档，取景于位于呼和浩特的中

国航天科工六院的故事《我和我的父
辈》之《诗》，让我们看到航天人极致的
浪漫，也看到中国人逐梦天宫、太空写
诗的决心。

10月 15日下午，东风航天城后勤
保障部门做了包子，6种馅料6个寓意：

“牛气冲天”包（胡萝卜牛肉）、“百尺竿
头”包（白菜香菇猪肉）、“一干到底”包
（鲜肉大葱）、“三清一动”包（胡萝卜木
耳豆腐）、“一丝不苟”包（甘蓝粉条）、

“圆圆满满”包（西葫芦鸡蛋）。一个人6
个包子，寓意圆圆满满，包你成功！神
十三发射圆满成功，这首诗写得完美！

在发射场现场，来自河北唐山的李
强是三人驱车结伴而来，他说：“现场太
震撼了！我们的父辈确实了不起，我们
应该继续努力，为祖国做出我们自己的
贡献！我为我们祖国的强大骄傲自
豪！”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飞航天
员杨利伟从东风航天城出发，迈出了中
国人遨游星汉的第一步。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成功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
托举下升空，开启了中国人又一次探索
太空的壮举。

18年，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
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中国人奔赴星
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

半个多世纪前，一曲《东方红》响彻
寰宇。现如今，鲜艳的中国红闪耀太
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航
天梦”“中国梦”，极尽浪漫。中国人，硬
核追梦。

“嫦娥”奔月、“北斗”指路，“天问”
问天、“天宫”揽胜、“玉兔”探月、“祝融”
探火、“羲和”探日……一个个饱含中华
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任务，
展现着中华民族对无垠宇宙的探索，永
无止境。

九霄逐梦再问天，阔步强国新征
程，又是一载金秋十月，又是一度家国
梦圆。这次太空之旅，因为航天员要在
空间站过春节，不仅能刷新中国人在太
空驻留时间的纪录，也将开启中国人全
民参与科普的新纪元，大家可以体验不
同空间生活的乐趣。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
限。”正如女航天员王亚平在出征前所
说，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
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
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
的浩瀚星空！

让我们一同期待神舟十三号乘组在
浩瀚苍穹再立新功，创造属于中国的太
空探索新纪录。也期待中国航天人在天
地之间，写下更加恢弘壮丽的诗篇！

天宫逐梦 太空“写诗”

10月 15日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
行。翟志刚（右）、王亚平（中）和叶光富即将执行为期6个月的飞行任务。 本报记者 李霞 王磊 摄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李霞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