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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巴彦淖尔多家企业转战南北“赶场”全国农展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梁海龙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甘肃省会宁县中川
乡的大墩梁一座普通的山
岗上，长眠着800余名红军
指战员，年仅28岁的副军
长罗南辉是那场阻击战中
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如
今，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红
军烈士纪念碑，正默默诉
说着82年前那段悲壮赞
歌。

罗南辉，1908年出生
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一个
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水烟
铺做工。1926年进入川军
江防军第7混成旅当兵。
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所在部队从事兵运
工作。他团结教育下层士
兵，组织成立“士兵联合
会”，同反动军官作斗争。
1929年6月参加第7混成旅

旅长邝继勋等领导的遂宁
县射洪嘴起义，任起义军
营长。后被党组织派往川
军江防军第２混成旅继续
做兵运工作。1930年10月
参与领导该旅一部在汉州

（今广汉）举行
武装起义，任警
卫大队长。

1930年底，
罗南辉赴四川
万县任中共川
东特委军委书
记，不久因叛徒
告密被捕。他在
狱中立场坚定，
机智巧妙地同
敌人进行斗争，
始终未暴露身
份。出狱后，任
中共四川省委

除奸小组组长，领导该小
组处决了一批叛徒、特务，
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1932年罗南辉任中共
南充中心县委军委书记，
同年11月参与发动和领导

南部县升（钟寺）保（城）农
民起义。后奉派到川军第
29军做兵运工作，1933年
春率该军1个连起义，参加
红四方面军。同年10月任
新成立的红33军副军长，
率部参加了川陕苏区反

“六路围攻”。他担任前线
指挥，率部连续打退敌人
20余次轮番进攻，歼敌4个
团，俘敌近两千，取得红33
军成立后的首战胜利。后
指挥所部清剿川陕边反动
武装“神兵”的作战，取得
五战五捷、歼敌5000余人
的重大胜利，有力保卫了
后方的安全。

1935年罗南辉参加长

征，曾率部担负筹粮任务。
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区，
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
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走
村串户，收集、购买粮食，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部队的
需要。同年11月，红33军与
红5军团合编为红5军，他
任副军长。后在甘肃通渭
指挥作战中负伤。1936年
10月，为掩护红四方面军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罗南
辉奉命率红5军担任后卫，
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在甘肃会宁华家岭一带狙
击敌人。10月23日在会宁
县中川乡大墩梁遭敌机轰
炸，罗南辉壮烈牺牲，年仅

28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闻讯后悲痛不已，
他流着眼泪说：“南辉同志
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
员，他的牺牲是我军的一
大损失。”

为了铭记先烈的英雄
业绩，1986年10月，会宁县
人民政府在大墩梁烈士陵
团修建了大墩梁红军烈士
纪念碑。1996年10月，会宁
县人民政府对大墩梁烈士
陵园又进行了全面维修、
扩建，并在罗南辉墓前新
立墓碑一座，以表达对这
位红军优秀指挥员的深切
怀念。

（据新华社报道）

不久前，巴彦淖尔市
22家企业组织近百种产
品，赶赴2018北京国际农
业·农产品展览会参展。

据悉，巴彦淖尔作为
一个地级市，在此次布展
中，所占面积已达国内其
它省市区的规模比例。该
市是内蒙古唯一一家以盟
市为整体单元参展的地
区，其它盟市仅以单企形
式参与。

亮相北京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副
局长周强向记者介绍说，

“这是市商务、招商部门带
队参加全国农业展会的又
一站，我市的河套酒业、麦
唯力等企业从湖南、上海
由南到北一路‘赶会’，昨
日到京”。

“所到之处，场场精
彩，处处收获。就拿在湖南
省长沙市的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来说，5
天展期我市企业共销售产
品28万余元。麦唯力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获得年采购
1000吨面粉订单，维信羊绒
累计获得32万元意向采购
订单，恒丰集团获得4万元
面粉采购订单，丰达源获得
6万元杂粮采购订单。”

“北京此届展会准备
更加精心，因为离‘家’近，
便于准备，又是首都核心
市场，‘经济战略’意义重

要。首农、京粮、二商、顺
鑫、大北农等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参展，沃尔
玛、家乐福、物美、京东、新
发地市场、顺鑫石门市场、
太熟悉餐饮集团、优顶特健
康产业等企业到会采购。所
以我市自愿前来参展的企
业也更多，表现特色更鲜
明，聚集人气更旺”。据招商
局副局长蔡玢说，3天展期
内，除展出已授权的6种“天
赋河套”公用品牌产品外，
还包括炒货、粮油、乳品、肉
类、中药材、酿造、加工型蔬
菜等近百种优质、绿色、高
端农畜产品。

河套角色

记者在现场亲眼目睹
了巴彦淖尔市政府、企业经
过多年、几经“赶场”，积累、
厘晰、沉淀了许多来之不易
的绿色农业思维的“内在价
值”和“外表符号”。

巴彦淖尔农业展区可
“吃”。所展产品不仅河套
酒业、佘太酒业的深加工
产品可以现场品食，就是
麦唯力有机面粉也做成了
彩色馒头、民勤馍馍、蔬菜
造型的休闲即食成品供参
观者品尝“不一样”的麦
香；“双庙”辣酱，备好锅蒸
羊肉块，供参观者“蘸酱”
品尝。草原蒙福肉食品加
工企业，利用自己发明的
桶式烤羊肉串机器，现场

烤制“趁热吃”的羊肉串，
就是以销售式品尝的方法
做推广，消费者“长龙”等
候，供不应求……在异地
市场掀起来自内蒙古的绿
色“风口”。

巴彦淖尔展区有“文
化”。正面展区有大幅屏幕
展示“天赋河套”时空转换
的广博美景，现场有专业
马头琴高手“真人秀”天籁
之音，清纯讲解的俊男靓
女身着民族服装表明“物
地合一、正宗原产”……这
种参展地区、企业、人员对
展会的投入、专注、真诚，
十分鲜明且格外吸睛。

巴彦淖尔展区是“土
产”。从装潢到广告宣传都
秉持简洁明快，包装不求
奢华，注重产品“内芯”；广
告说辞平实、简短，既有年
轻人的普通话对接，也有
老企业家的土语对答；有
河套酒业“中华老字号”企
业的熟门熟道、落落大方，
也有佘太酒业、三胖蛋瓜
子、蒙元宽食品等“小字
辈”“后起之秀”的豪气冲
天。再以“双庙”辣酱为例，
可馒头蘸酱，萝卜蘸酱，大
葱蘸酱，泡面蘸酱，是世界
上最简便的食品。

棋局意识

当记者问到“巴彦淖
尔的企业为何如此热衷展
会”时，巴彦淖尔市驻北京

联络处副主任闫莉菲说，
这有多种因素在里边，是
合力推动所致。

“市委、政府的工作重
点、战略目标在转变。近年
来，市里顺应新时代新形
势，对标中央、自治区部署
要求，立足自身实际，系统
谋划、统筹推进绿色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民生
持续改善的重大战略决
策。市委要求以‘天赋河
套’品牌为引领，建设河套
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新的发展定位让全市
党政干部服务有抓手，让
产业发展有了组织化，让
农民的小生产与国际国内
的大市场有效对接。

巴彦淖尔地处北纬40
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四
季分明，光照时间长，昼夜
温差大，有干净充足的黄
河水灌溉，有1100万亩耕
地，素有“天下黄河、唯富
一套”的美誉，大自然赐予
了该地区优越的自然条
件，“天赋”了河套以无形
资产。

“赶场”像是“赶考”，
巴彦淖尔励志要为世界送
上“最友好的食物”。据乌
拉特海关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该市出口农产品21.1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长34.0%。

在该市召开的“天赋
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市
委领导要求继续、持续加
大“天赋河套”品牌宣传推
介力度，加快完善河套农
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产品
可追溯体系，抓紧研究制
定具体引导管控办法和流
程机制，对符合标准的产
品授权使用河套地域品
牌，让“河套”牌产品进入
高端市场，卖上好价钱。

以实施乌梁素海流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
保护工程为重点，统筹抓
好乌兰布和沙漠、乌拉特
草原、乌拉山、乌梁素海生
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加大
土地整治、盐碱地改造、控
肥控药控膜控水“四控”行
动实施力度，决不允许在
套区布局和落地任何高污
染高排放企业，保护好河
套这块净土，让好产地持
续产出好产品。

要抓好顶层设计，以
市场为导向，以品牌为引
领，科学谋划，准确定位，
抓好粮油、果蔬、饲草、肉
乳、药材、生物质能源产业

规划，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
牧业转型升级。

要抓好平台建设，积
极申报创建国家级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
田园综合体和现代农业综
合产业园，抓好美国金伯
利农场建设落地工作，有
序推进土地流转，适度规
模化经营，保护好农牧民
利益，做大做强“天赋河
套”品牌产品基地。

全市上下“一盘棋”思
想树立了，各方面积极性
被调动起来了，与国内外
一流企业、顶尖院校、领军
团队、优秀人才紧密合作
加强了，形成了政府主导、
政策扶持，部门联动、行业
自律，企业引领、专业合
作，农牧民全程参与的工
作格局和强大合力，全面
打响“天赋河套”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绿色攻坚
战。

河套酒业、兆丰面业、
麦唯力等参会的企业老总
和区域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赶场”不止于此，还
在线上参与“双十一”网络
销售，那里是内蒙古产品

“走出去”的又一个大众竞
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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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长征的青年将军———罗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