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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呼伦贝尔：多轮驱动跑出产业加速度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娜 李新军 李玉琢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长沙8月18日电

（记者 陈宇箫） 在湖南
省醴陵市的渌江中学门
前，有一条以革命烈士蔡
申熙命名的申熙路。从申
熙路进入中学校门，会经
过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展
示着蔡申熙等从这所中学
走出的革命先辈的英雄事
迹。渌江中学副校长刘国
富告诉记者：“红色精神潜
移默化地贯穿了学生们的
日常，自然而然就激发起
他们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
情。”

蔡申熙，原名蔡升熙，
1906年生于湖南醴陵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入
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
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

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
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
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
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
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

叛乱和讨伐
军阀陈炯明
的 两 次 东
征 。1926 年
参加北伐战
争，先后任
国民革命军
第4军营长、
第 20 军 团
长。1927年8
月参加南昌
起义。后任
起义部队第
11军24师参
谋长。同年

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
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
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
作。

1928年起，蔡申熙任

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
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１
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
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
革命武装斗争。1930年初
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
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
新、大冶和蕲（春）黄（梅）
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
争。同年10月参与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
长，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
湖县城。于12月到达鄂豫
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
剿”。

1931年1月，第15军与
第1军合编为第4军后，蔡

申熙任第10师师长、中共
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
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
集、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
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
卒，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
残。同年5月，鄂豫皖中央
分局成立，他为分局委员，
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
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
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
教育方针，主持办学4期，
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
政干部。1932年7月，正值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
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
熙被调任第25军军长，率

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
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予
敌以重大杀伤。10月9日，
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
镇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躺
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
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徐向前曾这样评价
他：“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
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
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
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
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
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
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
的威望。”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
水草丰美，农畜产品品质
优良，种类丰富，加之丰富
的林下资源，可谓占尽“绿
色”的天时地利，这也一直
是呼伦贝尔引以为荣的

“资本”。
绿色优势如何转化为

经济优势？呼伦贝尔市委、
政府蓝图绘就———“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深
入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发
展，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
绿色有机农畜林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加快由农
牧业大市向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大市转变。”

发展方向明确后，一系
列相关政策也相继出台。呼
伦贝尔市以政策促产业，先
后出台了20多个文件。同
时，创新资金投入方式，优
先保障农牧业投入。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
下，呼伦贝尔市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农田
水利、土地整治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筑牢绿色生产
环境。

发展平台迅速搭建：
海拉尔区、鄂伦春自治旗、
新巴尔虎右旗等地正在积
极规划建设绿色生产基
地、生态农业园区。

从巍巍兴安岭到茫茫
大草原，几乎每一个嘎查
村，都能看到农牧民们争
相发展优质绿色农畜林产
品的忙碌身影。

凭借呼伦贝尔市99%
以上地区水质、土壤、空气
等环境指标符合开发绿
色、有机食品标准这一优
势条件，海拉尔区奋斗镇
友联村村民周利群早早告
别了传统种植方式，选择
了绿色种植。

别看眼前的周利群只
有高中学历，可是讲起这
绿色种植却是头头是道。
今年他种了15个塑料大棚
和两个日光温室，到年底，
收入有望达到25万元。

说起周利群，乡亲们
都竖起大拇指：“周利群这
小伙儿，不光自己致富，富
了也没忘了俺们。一有空
他就给大家进行技术指
导，俺们学会了绿色有机
蔬菜的种植技术，不仅菜
的质量提高了，还能卖个
好价钱。”

为了推动牧区产业结
构的绿色转型，鄂温克旗
哈日嘎那嘎查在草原深处
建起了果蔬产业园。

果蔬产业园内8座果
蔬大棚分别种上了西红
柿、黄瓜、辣椒、大头菜、韭
菜、茄子、西瓜、香瓜等绿
色有机果蔬产品。草莓、樱
桃等高经济效益水果也在
尝试性种植中，今年能实
现收益5至6万元。

发展绿色有机农畜林
产品，更需要有龙头企业
的推动。

这些天，呼伦贝尔农
垦集团的职工们欣喜异

常。前不久，呼伦贝尔这座
以大草原而闻名的城市多
了一张新的名片———“中
国芥花油之都”。而这张新
名片，正是农垦集团的职
工们通过在大地上辛勤耕
耘而精心打造的。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利
用其“大机械”“大地块”

“大粮仓”“规模化”“集约
化”“标准化”的优势，打造
出了芥花油、大豆、面粉、
淀粉制品、奶制品、羊肉、
牛肉等绿色有机产品。

“集团在打造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中，加快农业
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成
果转化，全面推广绿色植
保、精量播种、精准用药、
精准施肥和水肥药一体化
等先进技术，逐步实现绿
色、增产、高效。”呼伦贝尔
农垦集团董事长张福礼
说，目前，集团已经基本实
现了自种、自养、自加、自
销的全产业链模式。未来
的发展目标，是消费者通
过扫码，就可以通过一个
产品，追溯到一个农场，一
块土地。还可以了解到种
植、加工的全过程，施了什
么肥打了哪些药，什么时
候浇过水……

农垦集团在依靠科技
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
同时，不断延伸其发展产
业链条。

农垦集团的牙克石农
场，不仅有着连片的金色
油菜花海，还建起了“世外

淘园”休闲农业大棚。在花
海观光、休闲旅游的基础
上，开发了采摘、餐饮和农
产品销售一条龙，2017年，
只这一项就盈利了20万。

呼伦贝尔市瑞丰农牧
业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
市鸿发祥种养结合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晟通
糖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一大
批农牧业龙头企业，也瞅准
了当地丰富的绿色资源，纷
纷集聚到呼伦贝尔。

绿色是呼伦贝尔的发
展底色。随着品牌经济时
代的到来，呼伦贝尔市在
绿色农畜产品的品牌上下
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

“呼伦贝尔牛肉”“呼
伦贝尔羊肉”“呼伦贝尔黑
木耳”“呼伦贝尔马铃薯”
已经申报成为中国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绿色有机农畜林产
品的附加值。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
“中荣”商标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的“苍茫谣”牌芥花油荣膺
首届十佳国产食用植物油
创新品牌。

当下，呼伦贝尔市正
在加快推进“三品一标”认
证开发步伐，培育国家、自
治区著名商标、驰名商标，

走名优特精之路。同时，呼
伦贝尔完善农畜林产品市
场营销体系，大力推进“互
联网+”，不仅让产品实现
种得好、养得好，还要实现
质量好、效益好。

为了提高当地绿色有
机农畜林产品的知名度与
美誉度，呼伦贝尔主动出
击，甩开膀子“走出去”。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
（北京）展销会已经连续在
北京举办3年。凭借绿色无
污染的自然条件和过硬的
产品品质，绿色有机农畜
林产品在市场上广受好
评，每年的展销会都吸引
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消费者
和采购商。

通过龙头拉动，基地
带动，品牌推动，呼伦贝尔
绿色产业驶入了发展“快
车道”。截至2017年，全市
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创造的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的35%以上。

呼伦贝尔市在做大做
强绿色有机农畜林产品的
同时，正在积极培育、大力
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呼伦贝尔市2018年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培
育壮大蒙中医药、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生物科技、
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成为
新的增长点。

“大策划”背后的实质
性操作接踵而至，新兴产
业正在快速崛起。

———呼伦贝尔凭借其
得天独厚的“冷凉”优势，
乘“云”而上，云计算落户
海拉尔，大数据中心的一
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呼伦贝尔东北阜
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1亿元的氨基酸生产智能
化示范工厂项目，已于
2017年10月份开工建设；

———内蒙古沃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
液态肥、30万吨生态肥项
目正式签约落户扎兰屯；

———莫旗兴达米业责
任有限公司与北京三聚绿
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呼
伦贝尔三聚绿能公司，正
在加快建设生物质炭基肥
的万吨级秸秆生物质综合
循环利用项目……

一座座生机勃勃的有
机农牧场，一条条上下贯通
的全产业链，一个个方兴未
艾的新兴产业项目……多
轮驱动的发展方式，让呼伦
贝尔的绿色产业加速前
行。这样的发展势头，让人
们对呼伦贝尔的绿色产业
美好前景充满期待。

蔡申熙：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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