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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行进”
系列报道之三

改革开放 40 载 昂首迈入新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区
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
大政方针，戮力同心，奋勇前进，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大幅改善，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各项事业跨越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
这是内蒙古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跨
越，是改革开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
功实践。
翻开这伟大实践与跨越发展的
成就性篇章，一幅亮丽的成绩单跃然
纸上——
—
经济总量实现新跨越，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2017 年，全区生产总值比
1978 年 增 长 74.2 倍 ， 年 均 增 长
11.7%，快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 2.2
个百分点。特别是 2002—2009 年，
我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 8 年位居全
国第一。目前，
全区人均经济总量在
全国的排位已从 1978 年的第 17 位
跃居至第 9 位；人均生产总值比
1978 年增长了 53.5 倍，年 均增 长
1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7 年
已达到 170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45.7 倍，年均增长 15.2%。
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迈
向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全区三

次产业结构由 1978 年的 32.7：45.4：
21.9 优 化 为 2017 年 的 10.2：39.8：
50.0。2017 年，
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比 1978 年增长 8.7 倍，粮食产量由
1978 年在全国排名第 23 位跃升至
第 9 位，牛奶、羊肉、羊绒产量已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全部工业增加值
比 1978 年增长 112.7 倍，年均增长
12.9%，农畜产品加工、化工、生物制
药、汽车制造、光伏发电、电子产品制
造等工业门类齐全，形成较为完备的
工业体系；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1978
年增长 150.7 倍，年均增长 13.7%，
快于一、二产业增速。截至目前，全区
九成以上民营经济主体创造了近六
成的 GDP，上缴了七成多的税收，吸
纳了城镇八成多的新就业人员；全区
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区 103 个旗县区
生产总值的 50%以上。
投资建设硕果累累，基础设施不
断夯实。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初步
构建起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运输能力
大幅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区新增铁路 3400 公里，新增高速
和一级公路 5600 公里。
2017 年，全区公路、铁路、民航
领 域 分 别 完 成 投 资 702.4 亿 元 、

255.9 亿元和 14.1 亿元，公路线路里
程增加到 19.9 万公里，铁路运营总
里程超过 1.4 万公里。2017 年，全区
互 联 网 用 户 超 过 2800 万 户 ，比
2010 年增长 13.9 倍；移动宽带用户
普及率高达 86.4%。
对外开放活力增强，开放水平全
面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契机，
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区外向
型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2017 年， 全 区 外贸 进 出 口总 额 由
1978 年的 1552 万美元增加至 138.7
亿美元，增长 892.9 倍，年均增长
19%。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
口 总 额 比 重 上 升 至 2017 年 的
56.8%，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增速分别达到 75.5%和 52.8%。
各族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社会事
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
城乡居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群

众得到更多实惠。全区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提高到 2017 年的 67688 元，比
1978 年增长 94.1 倍；城镇居民和农
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到
2017 年的 35670 元和 12584 元，扣
除价格因素，分别比 1978 年实际增
长 16.8 倍和 14.5 倍；城、乡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分别增加到 2017 年
的 23638 元和 12184 元，均年均增
长 12.2%；
2017 年末全区拥有 高校
53 所，比 1978 年增加 44 所；6 岁及
以上人口 平均受 教育 年限 由 2010
年的 8.93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9.41
年。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以创新进
取、昂扬奋进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万
众瞩目的辉煌成就。展望未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内蒙古改革开放的步子将迈
得更加稳健，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
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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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为引 民俗开路 创新热产业 赋能冷资源

第二届武川冰雪文化旅游节 -19℃开锣
本报讯（记者 晶迪）皑皑白雪，北
开幕仪式上，武川县举行了
风呼啸，室外温度低至 -19℃，依旧抵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颁奖仪式，
挡不住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武川游玩。 表彰了马金花等十位“孝老爱亲”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模范，给现场观众和游客的内心
12 月 22 日晚，第二届中国·武川
带来阵阵暖流。著名艺术家刘兰
于文华等为观众们献
冰雪文化旅游节暨“孝行天下百城巡
芳、克里木、
演”大型孝文化主题文艺演出走进武川
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领导嘉宾
冰雪节专场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盛大
共同启动
“第二届中国·武川冰雪
开幕。本届冰雪节从 2018 年 12 月 22
文化旅游节”
。
日开始，到 2019 年 3 月 8 日结束，历时
近年来，为了大力发展文化
77 天。
产业，充分发掘武川自然、历史资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民族地区文化， 源，推进四季旅游、冰雪小镇发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充分发掘武川自
展，武川县全力开发具有参与性、
然、历史资源，推进四季旅游、冰雪小镇
互动性和 吸引力 的冰雪运 动项
发展，调整旅游产业结构，将“冷资源” 目，将“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变成“热产业”，开发更具参与性、互动
2017 年，武川县成功举办的首届
性、吸引力的冰雪运动项目。
武川冰雪文化旅游节，接待入园
“塞外冰雪，激情武川”
。从即日起， 游客近 18 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
第二届中国·武川冰雪文化旅游节精彩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展示
开幕。广大游客可畅游魅力武川，尽享
了武川冰雪文化魅力。
冰雪激情。
作为第二届中国·武川冰雪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副厅长赵
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的冰
永华，呼和浩特市委常委、武川县委书
雪灯会嘉年华，场地面积 12 万平米，其
记云海，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冰雪雕区 3 万平米、花灯区 3 万平
文明办主任李国宏，呼和浩特市文新广
米、休闲娱乐区 6 万平米。总用冰量约
局局长兰毅，呼和浩特市旅发委主任陈
10000 立方米，用雪量约 15000 立方
向东，武川县委副书记、县长靳春亮与
米。冰雪灯及娱乐项目共有 41 件，其中
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为武
娱乐参与性项目达 24 项。园址建在武
川县十位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颁奖。
川县冰雪文化产业园，省道 104 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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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40 年,有一个词汇
见证着一代代人的青春与梦想

“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
小分队走进杭后
本报讯 12 月 20 日，由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市委
政法委、市文新广局、市扶贫办、市农牧业局、市医院、市
直属乌兰牧骑等市直单位组建的“草原综合服务轻骑
兵”小分队走进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开展“弘扬乌
兰牧骑精神，
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务活动。
当天，市直属乌兰牧骑为村民们送去了二人台、晋
剧、小品等精彩的文艺表演，政法、农牧业、科技、扶贫、
卫计等部门开展了法治宣传、农牧业现场指导、健康知
巴彦
识讲座、入户义诊等活动。

自治区辐射监督站
首家通过国家级“双认证”
本报讯 （记者 茂林）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
与辐射安全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近日召开，记者在发布
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辐射环境未出现异常，辐射
环境状况整体良好。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努力践行核安全文化，以“辐
射安全”为目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落实核
与辐射安全新要求，从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
设、严格执法检查、强化应急准备、提高辐射环境监测水
平等方面入手，着力推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确保
了全区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规范的辐射环境监管
工作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放射
源转让审批、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现场检查程序等制度，确保了各项监管工作
有法可依、达到实效。修订了自治区《核事故应急预案》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应急预案管理程序》，明确各部
门职责，强化了应急预案的启动、报告、舆情应对和能力
保障等措施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对全区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
矿、电磁辐射、放射性废物污染防治和辐射环境安全实
施统一监管，形成了（国家、省级）两级审批和（国家、省、
市、旗县区）四级监管的辐射安全监管体系。
此外，率先开展辐射安全监管责任网络建设，实施
分级负责、
责任到人，目前，全区在用的 2957 枚放射源、
3107 台射线装置均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另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站在全国环
保系统首家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和国家实验室
。2017 年共采集各类样品 318 个、现场
认可的
“双认证”
测量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点位 120 个、γ 辐射
累积剂量监测数据 110 个，γ 能谱测量上报数据 1746
个、总 α、总 β 测量上报监测数据 296 个以及 6 个 γ
辐射连续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等，共计获得约 63 万余
项次有效数据。

内蒙古改革开放 40 年
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逾 50 万人

通道附近。
在冰雪节期间，武川特色农产品年
货节也将举办，以武川莜面、土豆、粉
条、笨鸡蛋、农家猪牛羊鸡肉等为主，让
游客在游玩的同时挑选特色农产品。
虽然天气寒冷，但色彩斑斓的各式
冰雕还是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市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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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

第二届武川冰雪文化旅游节
-19℃开锣

川县的大批游客。
武川县历史悠久，是塞外名城。由
于具有高海拔、气候冷凉、空气纯净的
自然条件，被誉为“首府后花园”。辖区
内的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环境优美，冬季
冰雪景观壮美奇特。
（下转 3 版）

ZHENGJING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获悉，改革
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已累计培养
50.6 万名少数民族大学生。
据介绍，40 年来，内蒙古坚持“优先重点”发展民族
教育，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等一系列法
律文件，加强了民族教育的政策法制保障。内蒙古还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教育全过程，
深入推进党的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和新型民族关系知识
进教材、进课堂。同时，内蒙古注重加强“双语教学”体系
建设，以蒙汉兼通为基本目标，建立健全了从学前到中
小学和高等学校各阶段有效衔接、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
满足需要的双语教育体系。
各级财政支持内蒙古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投入的专
项资金，由“十五”时期的近 1 亿元，
“ 十一五”时期的近
12 亿元，提高到
“十二五”时期的近 20 亿元。目前，全区
少数民族在校生 96.9 万人，较 1978 年增加 38.6 万人。
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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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市把冰天雪地
变成
“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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