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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掌握首府市场运行情况，有效保障疫情期间
市场供应稳定，10月27日，自治区商务厅厅长田永、副
厅长李俊组织相关处室负责人，深入呼和浩特市北京华
联金宇店、食全食美超市和食全食美仓储会员店，调研
首府市场保供情况。呼和浩特市政府副市长王彦军、市
商务局局长李红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调研。

在北京华联超市金宇店、食全食美超市，调研组一
行仔细询问了近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价格
及销售情况。田永厅长强调，商务部门要认真做好市场
动态监测，及时组织货源，畅通货运通道，优先保障民生
市场供应，稳定商品价格。企业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加强进口食品检验和消杀，明确专人做好管理登记，
确保进口商品安全可溯。商务部门要支持和指导企业
发展线上业务，推行无接触配送，满足特殊时期民生需
求。

在食全食美仓储会员店，调研组一行现场查看了仓
储会员店规划建设情况，详细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仓储

销售模式的介绍。田永厅长对仓储销售新模式表示支
持，并指出，仓储会员店数量要形成规模，提供区别于传
统零售的商品和服务，加快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做
好即时配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田永厅长
表示，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及盟市商务部门将加大市
场监测力度，强化货源保障，做好疫情地区市场应急保
供工作，组织电商企业与社区建立对接供应机制，有效
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供应充足，生活必需品不脱
销、不断档。

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呼和浩特市场保供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深入辖区各企业开展税收违
法“黑名单”宣传辅导，发放《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黑名
单）公布及联合惩戒宣传单》，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解读税收违法“黑名
单”和联合惩戒相关政策，宣传纳税信用修复机制，引导企业在日常经营中
提高自我规范和依法纳税意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有效防范
和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

广泛开展“黑名单”宣传辅导 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上接第1版 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
当地政府开始在山下建设猎民新村，到
1958年鄂伦春猎民全部下山定居，从
原始氏族部落一步进入现代文明。

“70年间，鄂伦春族实现了全方位
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研究员白兰说。这位从鄂伦
春自治旗托扎敏乡走出来的鄂伦春族
学者，是第一位从事鄂伦春文化研究的
本民族学者。

白兰说，鄂伦春自治旗刚成立的时
候，当地只有700多名鄂伦春人，绝大
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如今，鄂
伦春自治旗常住人口超过17万，有25
个民族，其中鄂伦春族3017人，鄂伦春
人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

吴绿英在大山中长大，从小不识
字，但她的8个儿子在下山定居后都受
到了正规教育，其中有3人参军入伍、2
人考上大学，她的10个孙子孙女基本
都是大学毕业，有的在北京、上海工作，
还有的回来建设家乡。

吴绿英的孙女莫琳琳如今是古里
乡猎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正在为村里
的振兴发展而奔忙。她说：“我们要用
好党和国家的政策，建设好家乡。”

2020年，鄂伦春自治旗的贫困发
生率从2014年的30.8%降至0，退出了
国家级贫困旗县序列。鄂伦春自治旗
旗长何雪光说：“在党的领导下，鄂伦春
自治旗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走上了
一条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康庄大道。”

放下猎枪，“莫日根”再出发
在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猎民村，崭

新干净的村居整齐划一，唯有葛力力家
的院子略显“凌乱”——3台大型农机将
小院占得满满当当。

40岁的葛力力是远近闻名的种植
大户，去年他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种
植大豆和玉米，农业生产收入就有30
万元。

葛力力的父母都是传统的鄂伦春
猎民，虽早已下山定居，但仍以打猎为
生。1959年以来，随着大兴安岭林区
开发，人口不断增加，森林中的野生动
物数量逐年下降，单一的猎业生产已不
能维持鄂伦春族猎民的生活。鄂伦春
自治旗委、旗政府意识到，只有让猎民
发展多种经营，才能让鄂伦春人在奔小
康的道路上不掉队。

1996年，鄂伦春人响应国家号召
放下猎枪，从单一的猎业经济向农畜林
多种经营方式转变。

昔日的好猎手纷纷奔赴黑土地，开
荒、犁地、播种。“我们祖祖辈辈都没种
过地，政府派来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
们，看着自己种的地里结出粮食，别提
多高兴了。”葛力力说。2020年，全旗
鄂伦春族猎民年人均生产性收入达
3900元，相当于“禁猎”前的9倍。

尽管不再打猎，但游猎生活的印记
仍鲜明地印刻在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
中，并成为脱贫致富的“加速器”。托扎
敏乡希日特奇猎民村组织村里妇女学

习传统桦树皮手工艺品制作，帮助她们
每人每年增收超7000元。

“未来我们还将以鄂伦春马为中
心，深入发展民俗旅游。”托扎敏乡党委
书记朝辉指着乡里的赛马场说，这里从
2017年起已连续举办 4届赛马比赛。
鄂伦春马体型矮小，耐力极强，2006年
被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
种。

“鄂伦春人将好猎手称为‘莫日
根’，过去每个‘莫日根’都有一匹专属
于自己的猎马。现在不再打猎了，养马
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致富的关键。”古
里乡猎民村村民关晓志说。关晓志经
营的马场如今有280多匹马，年均收入
超50万元。

如今，鄂伦春马将继续驮着新时代
的“莫日根”在小康路上稳健前行。

“兴安猎神”归林记
鄂伦春自治旗地处大兴安岭腹地，

森林繁茂，水系丰沛，生态环境资源无
与伦比。

过去，鄂伦春人被誉为“兴安猎
神”，大兴安岭的山与水为游猎的鄂伦
春人提供了生存的必需品。现在，鄂伦
春人成了自然的“守护者”，将优良的生
态环境转化成巨大的发展优势。

甘河是鄂伦春自治旗内主要河流
之一，如今在甘河上游，飘出了阵阵酒
香。“因为水质纯净、口感清甜，我们生
产的啤酒畅销自治区内外。”呼伦贝尔
市鲜卑源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明

说。对他们来说，保护水源，就是保护
好致富之源。

从20世纪90年代起，鄂伦春自治
旗克一河镇开始规模化种植木耳、滑子
菇等。邵泽华是当地最早种木耳的一
批人，但是近些年，他却越发对未来感
到担忧。

“木材是木耳种植的主要基料，
2015年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木材越来
越紧张，而木耳菌包所使用的塑料袋也
对环境造成了影响。”邵泽华说。

从2017年起，邵泽华赴多地学习
考察，找到了新的致富“伞”。赤松茸，
状如小伞，只需在林下以稻壳或玉米秸
秆作基料，再铺上菌种即可种植。基料
可连续使用3年以上，淘汰后的基料变
成菌糠，还能用作肥料。

去年他的林下种的4亩试验田里
一平方米采摘出13斤赤松茸。“今天摘
完了，明天又能冒出一茬新的，在6月
到9月末的采摘期里，每天都能摘。”邵
泽华说。

与木耳相比，种植赤松茸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更小，利润却是木耳的3至5
倍，当地利用这柄“小金伞”发展起食用
菌产业。

生态立旗，绿色先行。
鄂伦春人的千年游猎史，亦是一部

与自然共生的历史。放下猎枪，走出深
山，他们仍然关心爱护着大自然，走出
一条绿富同兴之路。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8日电）

小康不是梦

■上接第 1 版 要在深入学习研
讨交流的基础上，结合学习贯彻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研究提出明年人大
立 法 、监 督 、决 定 、代 表 工 作 项
目。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紧扣内蒙古的战略定位，
紧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立足
比较优势，全力以赴在调结构、转
功能、提质量上充分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助力自治区走好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

自治区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开2021年第11次

集体学习会

□新华社记者 徐壮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
条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侵华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
装，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年前的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
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九
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就在白山
黑水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
平正义而战。

90年后的9月18日，尖厉的防空警
报声再次划破沈阳天际，提醒后人铭记
悲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问：是
什么，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作出这么多的
牺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留下这么久的
回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柳林

街，修缮一新的北大营旧址陈列馆静默
无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国
民政府仍心存侥幸心理、严令军队“不抵
抗”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
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
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指出“这一
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号召国人奋起
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
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份横眉冷对日寇
的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
在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
了斗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第一个发出
抗战宣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了
灯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
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
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
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
民……仁人志士接踵而来，他们或是年
轻的革命者、或是留学莫斯科的高材生、
或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但来到东北，
他们的身份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
为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牲无
悔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35岁，敌人解剖他的
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
赵尚志牺牲时34岁，遗体被扔进松花江
的冰窟之中；陈翰章牺牲时27岁，被敌
人残忍地割断了舌头、剜去了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多时
3万多人锐减到最少时不足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
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抗日联军消
灭敌人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14年抗战的首倡者，
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者。”辽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张洪军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年里过

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士经

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以树皮
草根充饥；日军物资充沛、红光满面，抗
联军队连衣服都靠扒敌人的穿；东北的
寒冬，唾沫出口成冰，躲在山里的战士却
连火都不敢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此坚
持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

奴的生活。”杨靖宇亲自写下的《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雪地里唱
出军魂豪迈；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
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
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就义前为幼子“宁儿”写下的家
书，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
的光荣！”面对日伪军逼降，以冷云为首
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投江前的话
语，书写出“八女投江”的壮烈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实现
这个理想，原名关有维的山西青年，给自
己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尽在不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守

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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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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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铿锵有力的话语，成为东北抗联英雄壮
举最好的注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

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9时18分

准点到达沈阳北站。
驾驶员王伟目视前方，不断变换口

令。世界一流的高铁操作系统环绕他的
周围。

巧合的是，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行驶的京哈铁路，正好从当年日军
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米远处
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道：
“想想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
铁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争，令人愤
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路和高铁，只
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联军
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抗联密
营，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具规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
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
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
成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建立
现场教学点，打造精品课程，把革命遗迹
旧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堂。

今年10月，作为2021年度中华民
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建设试
点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大数据项
目建设如期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
将在大数据的助力下走出山城本溪，走
进更多中国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中
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在
一起。

90年前，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
的抗战开始；90年后，中国人民正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抗联
精神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气贯长虹 英雄史诗
——东北抗联精神述评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开
展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措
施，对未来五年的知识产权工作进行
了全面部署。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以建设知识产
权强国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知识
产权国际合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有力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划》指出，坚持质量优先、强化
保护、开放合作、系统协同，到 202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性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知识产权事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有力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
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知识产权
运用取得新成效、知识产权服务达到
新水平、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取得新突
破等四个主要目标，设立“每万人口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八个主要预
期性指标。

《规划》围绕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
任务，一是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
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完善知识产权法
律政策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行政保护、协同保护和源头保护。二
是提高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支撑实
体经济创新发展，完善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体制机制，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效益。三是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
服务体系促进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
民，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促进
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推进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服务开放型经济发
展，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升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水平，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五是推进知识产权
人才和文化建设夯实事业发展基础。
围绕五大任务，《规划》还设立了商业
秘密保护工程等十五个专项工程。

《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鼓励探
索创新、加大投入力度、狠抓工作落实
等四个方面保障实施，确保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10月27日，演员在表演舞蹈《蛊舞》。10月27日，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奖在济南落幕，共有43个作品入围终评，6个作品获奖。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奖在济南落幕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10月
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吉林省和中国贸促会等4个地
方和单位向社会公布了巡视整改进展情
况。至此，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的32
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整改情况已公布
完毕。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十九届中央
第六轮巡视对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
治区、吉林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
江西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
市、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
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全国
政协机关、公安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审计署、
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等32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

视，2021年2月公布了反馈情况。
2021年10月22日至27日，32个

地方、单位党组织的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分批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集中公
布，接受干部群众监督。从公布的情况
看，被巡视地方和单位党组织把抓好巡
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周密部署、精
心组织，真抓真改、严督实改，全力推进
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针对巡视反馈
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
到位，压力传导还不到底”“纠治‘四风’
问题不够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仍比较突出”等问题，被巡视地方和单位
党组织也作出了针对性整改。

被巡视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表
示，下一步将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
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
子队伍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以巡
视整改的扎实成效助推“十四五”良好开
局，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全部公布

■上接第2版 为了提高查验效率，聂
卫东和同事在保证查验工作的前提下，
尽量加快步伐，辗转各个集装箱，减少
企业等待时间。

随着太阳西沉，户外气温开始逐渐
下降，聂卫东的防护面屏上渐渐地出现
了雾气，又不能摘下来擦拭，只能把移
动单兵查验设备拿得很近才能看清。

“因为疫情，很多部门和单位都在线上
办公。但是作为口岸城市，我们海关的
工作人员必须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全
力以赴保障好通关。”聂卫东一边说，一
边准确进行单兵设备的系统操作，顺利
完成了当日的查验作业。

在二连浩特口岸通关保障的“战
场”上，像聂卫东一样的海关关员还有

很多，他们在办公大厅、查验场地和线
上三条战线上坚守奋战，持续保障铁路
口岸的通关顺畅。

统计显示，10 月 13 日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到 28日期间，二连海
关共办理进境运输工具舱单确报
181 列 8669 票，出口运抵审核 5974
票，进口实货放行 2600 余票，出口

货物放行 124 列 6085 车，审核放行
进出口中欧班列 99 列、涉及货物 6.2
万吨。

“疫情来袭，正是需要我们攻坚克
难的时候，我和同事们会在战疫情、保
通关两条战线上坚守战斗，帮助我们的
家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顺利渡
过难关！”聂卫东说。

战疫情保通关 聂卫东在两条战线上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