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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幕
据《内蒙古日报》消息 9月 6日，
《联合
展，始终把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可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十年来的不
在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来自 196个缔约
懈努力，内蒙古的荒漠化面积逐年缩减、荒
方、20多个国际组织的 2000多人参会。
漠生态功能不断增强，库布其沙漠治理还
大会选举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获得联合国环境奖。内蒙古制定了一系列
担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防沙治沙政策文件，建立了相应的技术推
约方大会主席。张建龙主持大会开幕式， 广和服务体系。我们把防沙治沙与改善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民生活结合起来，积极发展沙产业，形成类
小林，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
型多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我们提出建设
秘书莫妮卡 巴布在开幕式上致辞，内蒙古 “绿色内蒙古”
，
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自治区副主席马明、白向群出席开幕式。
的理念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自觉的行动。我
张建龙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
们非常高兴和与会朋友交流防治荒漠化的
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的国家
经验，也非常愿意同各国开展合作，为防治
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和不懈
荒漠化、
增进人类福祉贡献我们的力量。
奋斗，中国已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并重、
莫妮卡 巴布在致辞中说，过去几年，
治沙与治穷共赢的防治荒漠化道路，全国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不断寻求变化，
荒漠化土地面积自 2004年以来已连续三
做了很多努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次大
个监测期持续净减少，初步遏制了荒漠化
会，我们将通过认真探讨，形成 2018-2030
扩展的态势。2012年，中国政府把生态文
年新战略框架，
指导未来的履约进程。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
大会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总体布局，并确定了到 2020年 50%可治理
主办，中国国家林业局、外交部、内蒙古自
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的目标。这次大会，各
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主题是“携手防治
缔约方和国际组织代表汇聚到鄂尔多斯， 荒漠，共谋人类福祉”，主要任务是落实可
为共同防治荒漠化贡献智慧、分享经验、凝
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公约》新战略框架，确
聚力量，必将对推动各方制定实施《联合国
认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并筹集资金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中荒
支持。主要活动包括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漠化防治相关行动计划，促进全球可持续
高级别会议、高级别会议闭幕式等。
土地管理产生积极影响。
大会期间，我国还安排了防治荒漠化
布小林在致辞中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
现场考察、纪念林植树活动、
“一带一路”防
防治荒漠化情况。她说，内蒙古是中国重
治荒漠化合作机制启动仪式、展会、边会、
要的生态功能区，我们始终致力于绿色发
青年论坛等东道国活动。

相关新闻

中国防治荒漠化成就展在鄂尔多斯举行
9月 6日，观众在中国防治荒
漠化成就展上参观。
当日，
国家林业局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举办
“筑起生态绿长城——

中国防治荒漠化成就展”
，
全方位展
示中国防治荒漠化的历史、
取得的
成就以及防治荒漠化的成功经验。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小康路上跟党走 圆梦征程再扬鞭

我区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迎接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将于 10月 18日在北京召开的特大
喜讯，瞬间成为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热议
的焦点。喜讯令人欢欣鼓舞，喜讯令人
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小康路上，
圆梦途中，一定紧紧跟党走，撸起袖子
加油干，把生活搞好，把工作干好，把祖
国建设好，以实际行动喜迎十九大。

回首 5年：收获满满

幸福满满

阿左旗宗别立镇芒来嘎查牧民吴
维忠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有
了更多获得感，就拿我家来说，宽敞的
砖 瓦 房 内 装 修 得 不 比 城 里 差 ，沙 发、
液晶电视、冰箱、电脑、无线网样样不
缺，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和幸
福生活特别鼓舞人心。我们期盼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有更多惠民政策
惠及于民！”
“过去这 5年，五道河子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年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3000元提升到现在的 3.
5万元，变
成了全旗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富裕村。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我们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期盼惠农政策越来越多，期待
明天更幸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扎
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书记杜文
义的自豪与期待写满了脸庞。
“近年来，巴彦淖尔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面貌焕然一新，环境美丽宜人，城
市品位显著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日俱
增。”巴彦淖尔市市政环境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正煜说：
“ 作为城市的窗口
单位，我们要团结动员全体干部职工，
积极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为文明
城市创建而努力，以优异的工作成效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乌海市海南区赛汗乌素村党支部
书记李海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区
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农
区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
光游玩，乡村旅游正在成为农区居民
的致富新途径。如今我们正结合村
里的特色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大伙
儿 的 生 活 越 过 越 富 裕 ，共 同 奔 向 小
康，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包头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路锡峰告
诉记者：
“包头一中作为百年老校，为包
头市乃至自治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地理位置限制了
学校发展。这次包头一中迁建到北梁
新区，地理位置靠近市委、市政府和新
都市区，老校迎来发展的新起点。目前
正是施工的黄金季节，我们会快马加鞭
推动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通辽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
仓嘎查党支部书记于长江说：
“ 党的十

八大以来，富民政策让我们嘎查从一个
贫困村、落后村变成了富裕村、先进村，
村民都住上了大瓦房，走上了水泥路，
吃上了自来水，开上了小汽车。作为党
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全村党员，继续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展集体
经济，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共同过上
小康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

展望未来：信心十足

劲头十足

58岁的杨占录是克什克腾旗芝瑞
镇永兴村农民，听到党的十 九大 即将
召 开 的 消 息 ，他 兴 奋 不 已 ，
“2015年
春，我承包荒地 120亩，包荒山、种果
树、建果园、打深水井，配高压线和变
压器，花掉了 9万多元，但我从没后悔
过。生态建设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 未 来 ，我 们 都 应 该 像 保 护 眼 睛 一
样，保护好我们居住的环境。我希望
党的十九大能够有更多支持生态建
设方面的政策。”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虎山街道办事
处主任隋步升说：
“ 党的十九大就要召
开了，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街
道社区别看小、可作用大，担负着管理
社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等职能，直接
服务基层一线。我们街道社区今后更
要发挥好社区职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以扎实的作风把各项工作做好。
”
“5年来，在党的好政策的引领下，
牧民们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不仅获得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草原生态环境也得到
了明显恢复。”正蓝旗赛音呼都嘎苏木
巴音胡硕嘎查牧民呼和图嘎说：
“ 希望
能够在党的十九大上看到更多改善民
生和保护生态方面的政策。
”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消息，让准
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农民心中充满了
热切期盼。兴胜店村村民李岚高兴得
合不拢嘴，她笑着说：
“党的十九大即将
召开，党中央对咱农牧民又要有好政策
了。过去的 5年，是老百姓最实惠的 5
年。我们家就是在这 5年发展起来的，
我们万分期待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希
望在党的领导下生活越过越美。
”
“我期盼党的十九大的惠民风早日
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我打算在把养殖
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动员更多村民加入
进来，一起走出一条创业脱贫的新路
子。”和林县城关镇黑家窑村创业青年
刘玉芳说。
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苗强说：
“党
的十九大即将召开，我们欢欣鼓舞。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生了深刻变化，
反腐败深入人心，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
高，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党的十九大让
我们满怀期待。”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