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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不唯政绩唯民生
———记额尔古纳市委副书记、市长阿晋勒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牦牛骨筷 乐享好生活
青藏牦牛骨筷来电领取

筷子，中华饮食文
化的标志之一，发明于
中国，后传至朝鲜、日本
等汉字文化圈。小小的
两根筷子，是中国百姓

每天必须使用的饮食器具，国人运用自如，
从儿童开始就遵父母的教导学用筷子，生
动地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东方文
明的象征，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精华。

青藏牦牛骨筷采用 100%纯天然纯色
牛大腿内骨制成，制作优美精细。牛角牛
骨，无毒性凉，其骨筷以洁白、耐高温、不

发霉、不变型、不吸水等特点，作为筷子和
其他材质（竹子，木头）相比很有古典韵
味且保健。牦牛生长在海拔 4000 米以上
的青藏高原，属半驯化动物，除觅食大自然
青草外，还觅食天然药用植物，如虫草、野
三七、贝母等。故其骨钙质是人类理想的
必需品，牦牛骨筷是居家待客、旅 游赠友
的珍品!
由于原料珍贵，数量有限，每省（区）仅

限200副，年满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优先
领取！仅限3天，先到先得!
申领电话:400-090-5786

新华社长沙6月18日电

（记者 刘良恒） 从长沙
城出发，沿着京珠高速向
北行，在板仓互通下高速
后再在乡间道路上走六七
公里，就到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的故
居。

缪伯英故居位于湖南
长沙县开慧镇飘峰山村枫
树湾组，属于典型的清代
江南民居建筑，土木结构，
大三进，两天井。现存房屋
为二进一天井，内有大小

房间12间。
长沙县党史联络组特

邀编撰范季明告诉记者，
缪伯英把毕生的精力和年
轻的生命奉献给了革命事
业。她是一面旗帜，一座丰
碑，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
辉榜样。

缪伯英，1899年10月
出生，湖南长沙人。1919年
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
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

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党的
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
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
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
责人，经常深入到丰台、南
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
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
主义。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
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

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
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
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
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
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1923年2月，缪伯英参
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
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
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
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
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
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
行。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
捕，缪伯英按照党组织的
安排回到家乡湖南。

1925年1月，缪伯英担
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
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
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
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
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

由于斗争环境险恶，
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
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
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
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
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

党，应为党的
事业牺牲，奈
何因病行将逝
世，未能战死
沙场，真是遗
憾终生！你要
坚 决 与 敌 斗
争 ， 直 到 胜
利！”

缪伯英病
逝后，她的丈
夫何孟雄将她
装殓入棺，灵
柩寄存在扬州
会馆。令人扼
腕 的 是 ，1931
年2月，何孟雄在上海龙华
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缪伯英的灵柩和一双
儿女遂不知所踪。

记者了解到，2005年，
缪伯英故居被确定为长沙
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
故居完成修缮并对外开
放。2011年1月，故居被确
定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
位。

长沙县委书记曾超群
告诉记者，为告慰先烈英
灵，弘扬革命精神，长沙县
今年又专门成立了缪伯英
故居修缮工作领导小组，
并安排了专门工作经费，
还邀请了一批党史专家学
者挖掘整理缪伯英生平事
迹，待故居进一步修缮复
原后将交由杨开慧纪念馆
归口管理。

这几年，地处北疆边
陲的额尔古纳市屡获殊
荣：全国推进农业现代化
优秀城市、全国首批种养
结合整体推进试点县、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最生态中国名城……

边城民众在额尔古纳
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是
绿水与青山、温馨与宁静，
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油
然而生。

这其中，凝聚着这座
城市的“当家人”阿晋勒的
坚守与付出。

2013年1月，阿晋勒来
到额尔古纳，挑起了市长
的重担。“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的执政信念和“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人
生准则，让阿晋勒在工作
中坚守自己的政绩观———
顾大局、打基础、利长远、
惠民生，把为人民造福的
事情真正办好办实。

额尔古纳市经济总量
小，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面
对“美丽与发展”的两难选

择和不同声音，阿晋勒守
住底线，不符合生态环境
要求的项目坚决不上。

阿晋勒和党政一班人
把发展的思路聚焦在对生
态环境影响小、有发展前
景的产业上。结合自身资
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绿色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
高端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
业等成为县域经济的突破
口和着力点。

对于呼伦贝尔雀巢有
限公司来说，2018年3月是
这家企业涅■重生的时
刻。2004年建厂以来，额尔
古纳市努力推动雀巢公司
做大做强，日处理鲜奶能
力增加到1300吨，高峰时
让5800户奶农受益。

作为雀巢大中华区供
应链的一员，附加值低的

“大包粉”一直是雀巢公司
的主要产品。加之“三鹿事
件”和国际奶价的冲击，工
厂处于连续亏损状态，雀
巢多次表示要撤资停产。

为了振兴额尔古纳奶
业，更为了奶农的“饭碗”，

额尔古纳市派出人员，远
赴呼和浩特、北京、宁夏等
地，寻求雀巢合作伙伴。凡
是有希望谈成的，阿晋勒
都要亲赴企业，洽谈合作。

最终，宁夏塞尚乳业以
绝对控股形式与雀巢组建
塞尚雀巢公司，并进行生产
线升级改造，生产高端产
品。为了塞尚乳业落地，阿
晋勒与宁夏塞尚乳业进行
了近20轮艰难谈判。

在今年3月份的签约
仪式上，塞尚乳业董事长
闫建国连连说，感谢阿市
长，感谢市政坚持不懈的
努力，才有了塞尚雀巢的
新生。

额尔古纳市有250万
亩优质耕地，但种植的品
种始终是“大麦、小麦、油
菜”老三样。阿晋勒积极推
动当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大力发展有着得天独厚优
势的甜菜种植加工产业。

为了引入甜菜产业的
龙头，阿晋勒和市委、政府
一班人多方考察、洽谈，
2016年12月，终于与晟通

糖业签约。
晟通糖业投资5.6亿

元，正在额尔古纳建厂。今
年9月投产后，可实现日处
理甜菜5000吨，年加工甜
菜100万吨；二期工程投产
后，每年可加工甜菜200万
吨，届时将建成中国第一
家日处理万吨甜菜的制糖
企业。

几年间，中科丽丽娅
集团、春蕾麦芽公司、秸秆
综合利用发电项目等“绿
色企业”相继在额尔古纳
落地生根。

依托原生态、多民俗、
国际性3大优势，额尔古纳
旅游业近年来风生水起，
成为呼伦贝尔旅游的“金
字招牌”。

阿晋勒和党政一班人
以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契机，促进旅游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在阿晋
勒的主导下，当地积极推
动与呼伦贝尔旅业集团、
海德集团等大企业合作，
实施了蒙古之源·蒙兀室
韦文化旅游景区、额尔古

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景
区、白桦林景区、莫尔道嘎
森林公园等一批重大旅游
项目。

2017年，额尔古纳市
接待游客510万人次，旅游
收入突破50亿元，分别是
2012年的3.2倍和4.2倍，接
待游客是本地常住人口的
67倍。

目前全市旅游从业人
员达到5000余人，间接带
动社会就业2万余人，占到
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作为市长，阿晋勒掌
管着政府的“钱袋子”。他
严格预算执行，坚持量入
为出、量力而行，不上不切
实际的项目，不搞浪费财
力的政绩工程。

在财政支出上，阿晋勒
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集中财
力保重点、保发展、保民生。

2017年，额尔古纳市
“三公经费”同比下降了

12.41%，确保了工资按时
足额发放、政府机关正常
运转和社会保障等各项重
点支出需求。

控制“三公经费”上
“小里小气”，可在民生支
出上，阿晋勒却“大手大
脚”。

2017年，全市用于教
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
水、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
等各项涉及民生支出达到
11.85 亿 元 ， 占 支 出 的
68.19%，增长了1.74%。为了
支持市域及周边旗市的奶
源基地建设，额尔古纳市
本级财政明年起3年内就
要拿出4000万元。

近几年，额尔古纳市
财政运行质量在呼伦贝尔
市名列前茅，成为14个旗
市区中财政运行质量最好
的旗市之一；2017年国务
院第三次大督查中，额尔
古纳是全区唯一受到通报
表扬的县级市。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以身许党

缪伯英（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