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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改革开放再出发”

首届中国经济传媒大会在海南召开

第 30 届中国经济新闻奖、2018 中国经济新闻人物等奖项揭晓
本报选送作品获深度报道类三等奖
本报讯 （记者 李茂林） 在隆重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以报道
中国经济发展为己任的经济媒体人
士，12 月 8 日齐聚我国新一轮对外
开放的热土海南，参加首届中国经济
传媒大会，同各界领导、专家学者一
道聚焦“改革开放再出发”这一新时
代主题，围绕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
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探
讨，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信
心。
海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马勇霞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海南全
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神以及《中国

（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
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努力
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
局。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省建制经济
特区，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而兴。海南将继续着力推动新一轮改
革开放尽快落地见效。以刀刃向内、
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改革，激发经济
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马勇霞表示，中国经济传媒是海
南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经济媒体
为海南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提供了强大的正能量。希望中
国经济传媒协会发挥行业组织的功
能作用，组织经济媒体继续关注和报

道海南，为海南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再
出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努
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军扩表示，
高质量发展关键要靠体制
机制来推动。新形势下，我国通过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要着力构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的市
场环境；
要着力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
配置和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环境体
制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

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
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与重组等的直
接干预；要进一步完善和促进“双
创”
，特别是促进创新的制度环境；要
着力通过改革开放和完善制度环境
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他还表示，加快
改革需要更加有效的推进方式。一是
处理好全面改革和重点突破之间的
关系，二是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
索之间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依法依规
改革与大胆闯大胆试之间的关系。
（下转 3 版）

改革开放 40 年
“印记”
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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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冬季旅游上
“硬菜”
“娘家人”
到场 门票全免
本报讯 （记者 晶迪 高日河）当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包振玉，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厅长贺志亮与兴安盟委书记
张恩惠共同把“兴安盟冰雪旅游季”的
标语牌升起时，巍巍大兴安的兴安盟冬
季旅游推介会暨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
节由此拉开了大幕。
12 月 6 日，在自治区第一家以草
原文化为主题的内蒙古饭店，兴安盟旅
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孟铁牛身着民族服
饰，在 104 家旅行社和 83 家新闻媒体
的共同见证下，全程脱稿，用浑厚的嗓
音向到场的数百位来宾讲述着这片神
奇之地上的冰雪奇缘。
“ 很梦
孟铁牛以兴安盟“很冰雪”
幻”
“ 很完美”开场，以兴安盟冬季的“红
色之旅”
“绿色之旅”
“ 蓝色之旅”引题，
配合着现场唯美的画面，侃侃而谈，把
一个有人文温度、有旅游深度的“中国
最温暖的雪线”旅游 胜 地 描 绘 得 更 加
令 人 神 往 ，尤 其 让 人 惊 喜 的 是 ，孟 铁
牛当场宣布，凡持有内 蒙古身份证
的“ 娘 家 人 ”游 客 在 兴 安 盟 冬 季 旅 游
期间，所有景区门票免费，酒店 3 折优
惠！
推介会上，兴安盟 6 个旗县市也带
来了他们精心准备的旅游产品和特色
展品，布小林等领导饶有兴趣地在各旗
县市展区了解了当地旅游产品、特色商
品。
在兴安盟的旅游版图里，阿尔山这
座自治区新兴的旅游度假城市占有很

特别报道

大的分量。
2014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兴安盟时赞誉：
“ 阿尔山的自然风光四
季都很美，旅游一定会火起来”，这已成
为兴安人加快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发展
的强大内生动力。该市一个 5A 级旅游
景区、两个国家森林公园、一个阿尔山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三个
国家湿地公园和一个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更成为其向游客张开怀抱的“硬
菜”。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培育，阿尔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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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时光草原”
系列之——
—

岁月如歌

打好观赏牌、娱乐牌、体验牌。围绕冰雪
节这一主要载体，阿尔山市已经安排了
常态化的产品 25 项、节庆赛事论坛 15
项、配套政策 8 项、精品线路 4 条。
阿尔山市在这个美丽的冰雪冬天
还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12 月 21 日，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节举
行开幕式；观看焰火表演、参与篝火、体
验趣味冰雪狂欢；
12 月底，举行“雪地跑
+ 不冻河漂流 + 滑雪橇”三夫户外冰雪
三项赛；12 月底，举办踏雪板竞速赛、亲
子冰雪嘉年华、阿尔山雪地足球赛、雪
地摩托车漂移赛、冰雪越野挑战赛、冰
雪自驾集结赛等等，一场和冰雪的约会
在阿尔山，等你，不见不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冬季的兴安盟冰雪
襟怀，琉璃世界，美不胜收，得天独厚的
冬季旅游资源让你流连忘返。兴安盟正
在倾力打造以阿尔山为龙头和核心、以
科右前旗和乌兰浩特为两翼，扎赉特
旗、科右中旗和突泉县为支撑，提出了
形成了
“百里雾凇观赏游”
“千年火山秘 “两袋米两头牛，红红火火搞旅游”的发
境游”
“百眼圣泉体验游”
“林海雪原穿
展思路，奏响了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四
越游”
“最美林家探访游”
“冰雪大观欢
季旅游发展战略的前进号角。
乐游”
“主席视察寻迹游”
“不冻河畔摄
此次大力度全方位宣传推介兴安
影游”
“爱国主题教育游”
“雪城过年热
盟旅游资源、冬季旅游产品和优惠营销
冬游”等“十大主题”的旅游产品。这些
政策的发布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出席
都告别了过去单一的赏雪观冰模式，让
发布会的 104 家旅行社，当场拍板签约
来到阿尔山的你拥有不一样精彩的银
的就达到 26 家。
色冰雪世界。
从冰雪起步，兴安盟“旅游业跨越
今冬，阿尔山市依托“冰雪、温泉、 式发展战略”的大旗，在这个冬天再次
雾凇、林俗、口岸”五大核心资源，重点
迎风鼓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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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
破解因病致贫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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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人手绣
乌兰牧骑队旗寄深情
本报讯“红色代表牧民的心，一针一线都是对玛奈
（我们的）乌兰牧骑的欢喜、感谢和祝福……”在鄂尔多
斯市乌审旗文化创意产业园民族服饰和刺绣店里，70
岁的蒙古族老额吉乌云陶格斯戴着老花镜，认真细致地
绣着一面红旗：
“ 乌审旗乌兰牧骑”几个大贴字赫然入
目，黄色丝线在一双巧手的引领下，丝丝缕缕渐渐成形
成字，
一如额吉朴实热忱的心意跃然于鲜红的旗帜上。
乌云陶格斯生在牧区，小时候基层文化生活贫乏，
交通闭塞。而乌兰牧骑队员们迎酷暑冒严寒，长期在草
原上辗转跋涉送演出送服务，和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带来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深受广
大父老乡亲的欢迎和爱戴，也在幼年的乌云陶格斯心中
深深扎下了根。
“乌兰牧骑从成立开始，一直是为老百姓服务，乌兰
牧骑的大多数队员都是牧民的孩子，也就像我自己的孩
子一样。所以我就想着为乌兰牧骑做点什么。就想发挥
自己的专长，绣一面队旗，让年青一代队员们发扬乌兰
牧骑优良传统，今后的发展越来越好，排演更多更好的
节目给老百姓看。”
用了 20 多天，乌云陶格斯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
兰牧骑绣了一面队旗，并于今年 6 月 29 日乌兰牧骑在
嘎鲁图镇斯布扣嘎查为牧民演出的时候赠给他们。如此
珍贵的礼物，着实让队员们感动，特别是队长斯仁不由
自主地跪下接过旗子，接过老额吉沉甸甸的心意。因为
珍贵，
所以珍惜！斯仁队长将这面队旗精心装裱，挂在乌
刘生梅
兰牧骑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激励队员们。

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
实现历史跨越
本报记者 张鑫
12 月 3 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
和浩特市召开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包振玉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作了
主题发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龚明珠、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张磊、自治区统计局局长
潘志峰，就我区对内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
整、未来价格改革的方向、财政事业的发展
等方面回答记者提问。
全区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58 亿元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1.6 万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11.7%，期间 2002 到 2009 年连续八年增速
“蝉联”全国第一，到 2010 年跻身“万亿元俱
乐部”；人均生产总值 6.4 万元，排名从 1978
年的全国第 17 位跃居到 2017 年的第 9 位。
财政“蛋糕”不断做大，收入分别在 1985 年、
2002 年和 2010 年跨过十亿元、百亿元和千
亿元大关，到 2017 年达到 1703.2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45.9 倍。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
升，规划建设 3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累计培育 532 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内蒙古
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草原家畜生殖调
控与繁育”实验室，煤直接和间接液化、黑色
金属垂直挤压机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大型乳业、羊绒、稀土加工工艺全球领先。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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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
打造全国“粮仓肉库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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