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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编辑部
此刻必然的仪式感。
告别，迎接，
仪式感是什么？
是高度，是温 度，是态度，是速
度，是深度，是力度，
这是新时代媒体
人的理念和责任。
去年此刻 ，
《不忘 初 心 继 续奋
斗》的情怀虽只是放在报纸的头版头
条，但奋斗的理念和足迹则是渗透在
每次采访，每次编辑，每个版面，每次
推送，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
坚守并成为助推这种方向的一份力
量。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深度关注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
新气象、
新
作为中的落实，
关注脱贫攻坚战，
关注内
蒙古的生态建设，关注改革开放 40
周年内蒙古的
“行进”
“变迁”
“印记”，
关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
关注“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
间去”的情怀、境界，这一切，为时光

的草原，留下最有质感的痕迹。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前经济形
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出今后一个
时期宏观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即“五
个坚持”和“六个稳”。这为我们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目标明确，脚步就要跟进。2019，
数字战略优先、海量内容优先、优质
内容优先、移动平台优先的趋势扑面
而来。创新的理念谁说只在制造业、
而又
服务业？媒体同样被裹挟期间，
因为是媒体，主导型、引导性功能可
能更需被强化，发声心态调整、发声
渠道矩阵集结，一个云端意识已经逐
渐清晰，这是再出发的动力，也是一
场考验。
在这个移动化、社交化更加智能
化的时代，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本土高

端财经媒体，我们会把这种云端意识
革进行到底的艰巨和复杂，知道第二
和主导力量与我们关注的内容融为
大经济体的位置和意义，知道实现
一体，纵深推进媒体融合转型，从践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使命和担
行“全媒体记者”开始，深入探索从采
当，也知道建设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当
编革新到路径再造、从线下到线上、 下和未来，也知道扶贫攻坚路上的颗
从快捷到智能、从数据到视频、从平
颗公仆心和滴滴汗水，
更知道一项有
台到矩阵，突破形态和载体的界限， 生命力的产业对地区发展、对脱贫攻
成就内容生产的极致，打造出文字与
坚战的长远意义，所以我们的出发注
视觉的新鲜、纯粹的速度之作、温度
定是带着仪式感、使命感的出发，带
之作、力度之作。 再次深度解读推
着开放、创新的阳光心态的出发，内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
心凝重，
面带微笑。
国内市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体制改
后波”。从
“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
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保障
历史滚滚向前，新时代，新征程，新使
和改善民生领域的一线践行和成果
命，必天道酬勤，必春华秋实。
的同时，探索打造智库型媒体中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体现财经媒体的专业优势、
建造媒体
躬行”。朝阳为所有的人升起，继往开
与社会经济领域的连接功能，成熟智
来，我们知道这样的再次出发，会有
库型媒体的研究功能，在更高端的层
艰难，甚至会有荆棘，但我们会拾级
面上，完成好传媒者的每一次出发。
而上，在内蒙古大地上，用准备好的
出发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对所
刻苦心态淬炼那种叫蒙古马精神的
为事业的责任和热爱。我们知道将改
品质，包括我们，和我们的作品。

草原铁路
月 日施行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
讯员 唐哲 纪恩泉）为应对
即将到来的春运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计划从 2019 年 1
月 5 日零时起施行新的列
统筹安排运输能
车运行图，
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1
月 5 日调图后，中铁呼和浩
特局管内动车组列车将增
加至 38 趟，停靠鄂尔多斯
的动车组列车将从 3 对增
加到 4 对，呼、包、
鄂同城效
应进一步增强。
此外，临河至深圳、呼
和浩特至上海、包头至杭州
等 25 趟客车的行驶线路、
到站时刻和经停车站得到
调整，从内蒙古中西部始发
经停北京的列车从目前的
12 趟增加到 16 趟，请有出
行需求的旅客合理安排自
己的行程，详情可登 录
12306 网站及“草原铁路”
官方微博、微信平台或拨打
12306 铁路客服 电话进 行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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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 精神

呼和浩特：
163 支社区乌兰牧骑展风采
本报讯 1 月 3 日，由呼和浩特文化人才（库）百人百
组百万人带动工程组委会办公室主办的“谱写新时代，
永做追梦人——
—社区乌兰牧骑总团迎新春慰问专场演
出”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呼和浩特市“社
区乌兰牧骑”的 163 支团队进行了优秀节目汇演。
“社区乌兰牧骑”由首府社区居民组织参与而成，目
前团队人数达 3000 余人，他们将文化送入基层，以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
王磊
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 40 年
“变迁”
系列报道之三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2019 年内蒙古经济工作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
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讨论自
治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19 年经济工作。
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一
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
、忠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全面贯彻
诚践行“两个维护”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协调推进
调，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
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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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 300 余名
书画家笔墨传情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 月 6 日，内蒙古诗书画研
究会 2018 年年会暨新春联谊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全
国政协原常委、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夏日，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原副主席伏来旺、邬宝恒出席联谊会,内蒙古诗
书画研究会领导班子成员、高级研究员、各院、部负责
人、各分会、创作基地负责人及全体会员 300 多人参加
活动。
联谊会开始前，一场书画名家云集的丹青盛宴正在
热火进行。前来参加“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联谊会的书
画家们挥毫泼墨、尽显才艺，用笔会形式喜迎新春。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书画家的笔下，一张洁白的宣
纸上，挥毫出遒劲的丹青墨宝，一幅幅墨竹、牡丹、鸟语、
花香，激发了现场文化的底蕴与活力。书画家们现场尽
（下转 3 版）
书情怀，创作出百余幅书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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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莹：一针一线绣出
蒙古族服饰美好未来

SHANGHAIJING（4 版）

铁路首家
“无人超市”
啥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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