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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信息化催生脱贫新动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新年假期，兴安盟科右
中旗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
嘎查合作社生产车间内机
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
就快到家家户户备年货的
时候了，合作社理事长白金
泉不想错过良机，他要抓紧
时间把剩下的100万斤大米
加工好，卖个好价钱。

“扶贫总队到来后，帮着
对接‘今日头条’平台，让我
们走上电商销售之路，通过一
系列活动和推广，目前已经卖
了40多万斤，最多的时候一
天就卖了2万斤。”白金泉喜
滋滋地说，去年合作社种的
水稻还只能卖原粮，今年就
卖出了6.9元的好价，效益翻
了个番。“市场打开了，大家
对水稻产业更有信心了，一
亩地比去年多收入近100元，
村民的地都跟着增值了！”

白金泉说的“总队”就
是自治区派驻科右中旗脱

贫攻坚工作总队。自去年5
月份以来，自治区派驻科右
中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充
分发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和网信办的优势，策划各类
主题宣传活动扩大科右中
旗知名度，利用信息化手段
精细化管理，开展拔寨冲刺
专项督导督查，助力科右中
旗脱贫“摘帽”。

“实施电商扶贫项目，
是针对科右中旗产业结构
单一，产业链条基础薄弱，
外界知晓度不高等实际情
况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要让优质农产品插上互联
网的翅膀，扩大品牌影响
力，卖出好价格。”自治区
派驻科右中旗脱贫攻坚工
作总队队长杜培军说。

总队还通过“认领+旅
游+面对面扶贫”项目、举
办稻田音乐节、特邀电影频
道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组

到科右中旗调研、为王府刺
绣车间引入知名设计师、发
起抖音挑战赛等举措，助推
科右中旗农牧业、旅游业等
产业发展，加快脱贫步伐。

每天早上8点半闹铃一
响，巴彦呼舒镇乌逊嘎查第
一书记杜玉兰都要打开“扶
贫110”APP进行帮扶签到。
对准摄像头，按照屏幕上的
提示数字，就可在手机上看
到打卡成功的标志。“这个
软件很方便，我们的工作记
录、信息上报都在上面，领
导可随时掌握扶贫工作进
度。”杜玉兰说。

精准扶贫贵在精细化
管理。科右中旗所辖1.5万
平方公里，南北跨度400公
里，扶贫工作总队在开展
拔寨冲刺专项督导督查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治区网
信办优势，建起精准扶贫
信息管理APP平台，让数据

代替队员跑，并通过不定
期抽查、暗访等办法解决
精细化管理难题。

“‘扶贫110’动态监管
系统，结合‘远鉴云考勤’系
统，以影像资料+声纹识别加
强各级扶贫队伍的日常管
理，解决偏远地区考勤难问
题，为各级扶贫队伍实现‘下
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提供
保障。”总队队员戴磊说，除
了驻村签到，软件还集数据
上报、日志记录等多项功能，
通过大数据扶贫系统，开展
了危房改造及饮水安全工
程专项督导，采取数字化图
像化进程动态管理，确保工
程每个环节都有留痕。“全旗

今年实施的1522户危房改
造项目、311口井的基本信息
和施工过程都可在软件上
查看，助推扶贫工作开展。”

作为全区蒙古族人口
比例最高的少数民族聚居
旗，科右中旗蒙古族人口占
86%，贫困人口蒙古族占比
更是达到93%以上，政策宣
讲难度大于一般地区。工作
总队创新宣传手段，利用“好
来宝”这一通俗易懂的方式
进行宣讲宣传，效果明显。

为提升农牧民素质，激
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贫工
作总队还协调30万元，在20
个深度贫困村建立文明奖
励超市，并带领20个深度贫

困嘎查乡镇党委书记、镇长
以及嘎查“两委”班子成员、
驻村第一书记、农牧民群众
等1300余名成员组成的考
察队伍，先后6批次分赴通
辽市和乌兰浩特市周边旗
县、突泉县考察，重点学习
家庭养殖、庭院种植、家庭
手工刺绣等技能以及嘎查
村集体经济建设、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和党建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做法。

杜培军说，下一步，工
作总队还将继续在提升农
牧民素质以及帮助各嘎查
发展村集体经济等方面下
功夫，坚决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从20公里、一天时间，
到20分钟、家门口办好，自
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入村，
山东莱西市南墅镇新埠村
村民孙建刚缴纳养老保险，
再也不用跑到镇上了。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走好建设富裕、文明、
民主的新农村道路。”作为
农村基层党建“莱西经验”
的实践创新者，周明金语气
铿锵有力，这是他30多年来
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基层工
作经验。

1982年秋，联产承包制
在当时的莱西县全面推开，
农民生产热火朝天，粮食连
年丰收。

但是渐渐地，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出现了“三个不适
应”：村级组织建设不适应，
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进村入
户；民主政治建设不适应，
村干部仍用过去的行政命
令方式工作，遇事不商量、
办事不公开，导致干群关系
出现“裂痕”；社会服务工作
不适应，农民要致富、盼服

务的呼声得不到回应，村级
组织失去凝聚力。

在农村，甚至出现“包
产到了户，要不要党支部”
的困惑。基层党建工作该如
何改革，成为农村地区普遍
面临的课题。

对此，莱西县委高度重
视，认为必须依靠群众路线，
到群众中找答案，推进基层
党建工作改革。周明金当时
在县委组织部，分管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他立即牵
头组织，先后9次带领工作

组，驻村蹲点、走村入户，拉
农家呱、问农家事。几年下
来，他跑遍了全县800多个村
庄，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在沽河街道后庄扶村
调研时，周明金眼前一亮，

“三个不适应”在这里全无
踪影！村支书王顺寿不仅办
了村办企业带村民致富增
收，还带领村干部每天坐
班，方便办事，赢得党员群

众的认可。
“村庄富不富，要看党支

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领头
羊。”周明金边调研边探索，
逐渐形成了莱西村级组织
建设“三配套”经验雏形：以
党支部建设为核心，搞好村
级组织配套建设；以村民自
治为基础，搞好民主政治配
套建设；以集体经济为依托，
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

紧抓党员干部队伍教
育培训，各类经济组织设立
党支部，村级财务、农用物资
分配等“两公开一监督”……
上世纪80年代末，村级党组
织建设在莱西蔚然成风，并
从这里播撒到全国。

最近，莱西市党建研究
会正在筹备，身为会长的周
明金又摩拳擦掌，他准备再
探新路。（据《人民日报》）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珍藏着这样两件文物：一个
绣着图案和文字的白布书
包和一块邮寄这个书包的
包袱皮。这两件文物看似普
通，背后却深藏一位革命母
亲 对 幼 子 的 深 爱 和 挂
念———这是1935年，一位共
产党人从狱中寄给自己6岁
儿子的。4年后，这位母亲在
日军突袭中毅然返回去取
党内重要文件和公款，途中
遭日军枪击壮烈牺牲，年仅
33岁。她就是王根英烈士。

王根英，1906年出生
于上海浦东，9岁起在外商

纱厂当童工。1925年她参
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
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下旬，王根
英作为上海代表，赴武汉
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随后出席全国第四
次劳动大会，同时作为中
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
在汉口召开的国际工人太
平洋劳动大会。

在此期间，王根英与陈
赓相识，并结为夫妻，不久
奉命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机
关担任地下交通工作。陈赓
也辗转来到上海，在中共中

央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
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在特
殊的秘密战线上，王根英全
力掩护和协助陈赓的工作，
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
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同
志，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领
导人的安全。

1932年，王根英担任全
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女工部
部长，积极组织领导上海工
人运动。1933年12月，由于
叛徒出卖，王根英被捕入
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
刑和非人的折磨，她坚贞不
屈，与帅孟奇等共产党员一

起，同敌人进行了艰苦斗
争。在狱中，王根英也惦念
着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
的布书包就是王根英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缝制的。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
党组织营救，王根英被释
放出狱。1938年秋，王根英
被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供
给部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
指导员。1939年3月8日，师
供给部和学校驻地遭日军

突袭包围。在突围的危急
关头，王根英发觉一个装
有党内文件和公款的挎包
没有带出来，毅然冲回村
中去取，路上与日军遭遇，
壮烈牺牲，年仅33岁。

王根英为了革命事业，
随时能忘我地抛下一切，不
顾危险、也不惧危险。“这就
是‘初心’！对于那些为了我
们国家，为了我们党的事业
献出生命的先辈来说，初心
融入血液，体现在一次次舍

小家为大家的人生选择
上。”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
主任张玉菡说。

2018年“七一”，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的“忠
诚与信仰”情景党课新加
入了根据藏品改编的“王
根英的书包”这个故事；同
时，“忠诚与信仰”微广播
剧也在通过网络，将王根
英烈士的坚强精神和深厚
母爱，向更多人讲述。

（据新华社报道）

枪林弹雨中“逆行”———王根英

山东莱西市国土资源党组原书记周明金———

脚底板走出好经验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