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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因户施策重实效 零距离服务农牧民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见习记者 薛一群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时值初春，通辽市科左
中旗胜利乡胜利屯安家窑
村贫困户王会一大早就开
始粉碎秸秆制作混合饲料，
他说：“我现在浑身都是劲
儿，因为好日子就在眼前，家
里4头黄牛个个膘肥体壮，还
有2头已经揣了犊，按现在的
价格算，今年准能脱贫。这都
要感谢信用社的辛主任他
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
家脱贫不知要等到啥时候。”

王会口中的辛主任是
胜利乡挂职副乡长、胜利乡
信用社主任辛海。去年7月，
辛海按照自治区派驻科左
中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的
建议和旗委政府的安排来
到乡里挂职，通过入户走访
他了解到王会一直想贷款
买牛，但因过去亏欠信用社
贷款，无法申请扶贫贷款。王
会今年53岁，老伴有脑血栓
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要老
两口连本带利还款确实存
在困难。辛海将情况反馈到

信用社，经信用社研究决定
减免王会9000元利息，王会
这才还清了欠款，如愿申请
到了5万元贴息贷款用于发
展养牛产业。像王会这样有
发展产业的热情，但缺乏资
金支持的农牧民还有很多，
贷款难、担保难成为他们脱
贫致富路上的一大障碍。辛
海根据嘎查村发展现状和
农牧民脱贫致富需求，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挂职以来已
为包括107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内的700多个农户协调
贷款近1500万元，用于发展
肉牛养殖产业和种植产业。

辛海坦言，挂职后更多
了一份责任感和担当，“以前
是贫困户找信用社，一些贫
困户可能不了解程序或者
有心理负担，现在我们上门
服务，变被动为主动，也能帮
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

同为挂职干部的科左
中旗巴彦塔拉镇挂职副镇
长、巴彦塔拉信用社主任白

志勇说：“以前申请金融扶贫
贷款的工作流程是由村上
报到镇再到旗扶贫办，审核
通过后由旗扶贫办下发文
件到信用社，时间一般为2
周，我们挂职后，与政府和贫
困户零距离沟通交流情况，
有效缩短了审批时间，贫困
户正常在3至5天，甚至一天
内拿到贷款。”

自治区派驻科左中旗
脱贫攻坚工作总队总队长
马强介绍：“工作总队入驻科
左中旗后，在走访中发现乡
镇的金融力量相对薄弱，贫
困户和金融机构存在信息
不对称、不能有效对接等情
况。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向
旗委政府建议派选熟悉基
层工作的金融干部到苏木
乡镇（场）挂职，旗委政府积
极响应，从旗人民银行、农业
银行、包商银行、邮储银行和
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选派24
名干部，到苏木乡镇挂职担
任副镇（场）长，使金融服务

延伸到基层，并与贫困户需
求有效结合，实现了贫困户
和金融机构零距离，减少中
间审批环节，加快政策落实，
金融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截至目前，已累计为640
个贫困户发放金融贷款
2086万元。”

据了解，自治区派驻科
左中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2018年5月2日入驻以来，先
后走访了全旗20个苏木乡镇
场、147个贫困嘎查村、111个
驻村工作队和263个贫困户，
行车总里程已达3.5万公里。
工作中，他们积极转变督导
方式，牵头整合区、市、旗三
级扶贫督导力量，推动建立
问题反馈和整改落实联席
会议制度，形成“3+2+2”联

合督导格局（即旗级3个综合
督导组和2个专项督导组、1
个自治区工作总队、1个市级
工作组），旗级督导发现451
个问题，整改销账333个。

以现场反馈、下发整改
通知单等形式，共向旗委政
府、相关部门、苏木乡镇场、
嘎查村反映255个问题，提出
158条建议，绝大部分得到回
应并落实。推动全旗贫困发
生率由2017年的3.36%下降到
1.78%，9143人实现稳定脱贫。

该工作总队还利用自
身优势，协调自治区工信厅
出资45万元举办了7期政策
大讲堂脱贫攻坚专题培训，
累计培训1.8万人次。协调自
治区工信厅出资48万元搭建
科左中旗精准扶贫政策学

习平台，上线184个课件、600
道试题，具备查询、练习、考
试等功能。目前平台注册用
户达到1027人，点击量超4.5
万人次。为让全旗驻村工作
队员安心工作，在工作总队
倡议下，平安财险内蒙古分
公司积极响应，主动为555名
驻村工作队员捐赠了保额为
1.22亿元的团体伤害保险。
推动北京三聚集团投资1.4
亿元的秸秆循环利用产业扶
贫项目落地。肉牛全产业大
数据平台项目获得自治区重
点产业专项资金600万元。

马强说：“今年我们的
督导重点将向非贫困村转
移，加大重点行业扶贫政策
落实督导的深度力度，推动
问题整改‘回头看’。”

81岁的王启民身子瘦
小，脊背微驼，耳朵不灵，
嗓子也有点哑，不认识他
的，绝不会想到他是“铁
人”。

可一说到石油怎么稳
产保产、怎么创新技术，他
立刻谈笑风生、神采飞扬，
赛过年轻人。这回大家信
了，他就是“新铁人”。

大庆油田，年产原油
5000万吨以上长达27年，

而世界同类油田只有12
年，是油田开发史上的奇
迹。

“石油开采不仅是吃
肥吃瘦，还得啃骨头、榨骨
髓。要变废为宝，挑战别人
眼中的‘不可能’。许多禁
区既然是人设定的，人就
可以打破它！”王启民的回
答铿锵有力。

1961年，北京石油学
院毕业的王启民来到大

庆，此后，每一个油田技术
开发的关键时刻，他总是
挺身而出，无止境攻关科
研，无禁区挑战极限。上世
纪60年代，他在结满了冰
溜的帐篷里，奋战了3000
多个日夜，逐井取样化验，
通宵达旦是常态；上世纪
70年代，他和同事们采集
分析了1000万个数据，对
地下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
地上，终于绘制出油田第

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
和度图；上世纪80年代，为
了使油田在高含水条件
下，实现再稳产10年的目
标，他绞尽脑汁从地缝儿
里“抠油”，“宁可把心血熬
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
产。”

“外国专家下断言，我

们开发不了这么难的技
术，同事们也认为我是在
做无用功，可我偏要成
功！”回忆起采油史上一个
个关键节点，一次次创新
突破，他如数家珍，朗声大
笑。

如今，已经退休的王
启民依然每天按时上班，

到现场做实验，研究新阶
段新技术，悉心指导年轻
科研人员。他常对年轻人
说，搞创新有“三字经”：
铁，铁人精神；傻，无私奉
献；智，聪明智慧。“要向反
对者学习，从艰苦探索中
学习，在不断失败中学
习。” （据《人民日报》）

大庆“新铁人”王启民———

挑战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在闽西龙岩永定区的
红土地上，一个英烈的姓名
至今仍被传颂，她就是牺牲
时年仅25岁的陈康容。

陈康容，福建永定岐岭
下山村人，1915年出生于一
个缅甸华侨家庭，侨居缅甸。
1930年，陈康容随父亲回国，
在厦门读中学，深受革命师
友思想影响，积极参加进步
活动，毕业后考入厦门大
学。

1934年，陈康容为避免
当局注意，回缅甸执教于仰
光华侨女中，同时投身于华
侨抗日救亡活动。随着国内
团结抗日形势日显，陈康容

毅然重返厦门大学就读，在
中共厦门工委领导下从事
抗日救亡文化工作。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康容拒
绝了父亲在缅甸为她安排
的舒适生活，全身心投入抗
日救亡运动，并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党组织送
她到龙岩参加中共闽西南
特委第一期训练班学习。此
后，陈康容先后加入中国妇
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
厦门分会、厦门文化界抗敌
后援会、厦门各界抗敌后援
会慰劳工作团，并担任宣传
股长。她带领厦门各界抗敌

后援会的热血青年和妇女
走上街头，教唱抗日歌曲，进
行抗日救亡演讲，演出抗日
救亡戏剧，深入社会办妇女
夜校，激励群众起来参加抗
日救亡。

1938年3月，新四军二
支队北上抗日，特委适应形
势需要，派一批同志深入农
村工作，陈康容被派回老家
岐岭。经当地中共党支部书
记、“保长”陈荣松介绍，化名
陈容到岐岭小学任教。她以
岐岭小学为阵地，在校内外
建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形
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利
用课堂、墙报、集会、演讲等

形式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斗
争，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
针和政策，宣传抗战必胜的
道理，发动群众为支援前线
捐钱；组织抗日救亡剧团，
演出《打倒卖国贼》《抓汉
奸》《放下你的鞭子》《大刀
曲》等街头剧和舞蹈；演唱
《九一八》《松花江上》等抗
日歌曲，使方圆几十里的抗
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
展起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
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在各地秘密逮捕、
迫害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斗争形势日趋紧张。
1940年农历7月15日，陈康容
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

顽军先以荣华富贵诱
惑劝降，遭到失败后，对她施
以种种酷刑，扬言如三天内
写出自首书，就放她与家人
团聚，否则就要剥她的皮。陈
康容面对死亡威胁，毫无惧
色，毅然以诗句回答敌人：

“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
为了申正义，何惧剥重皮！”9

月17日，恼羞成怒的顽军残
忍地将她杀害。

英烈的故乡永定是重
要的革命老区，革命遗址、革
命史料等红色资源丰富。近
年来，龙岩市永定区积极筹
措资金对部分承载重要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的革命旧址
进行抢救性维修，着力实施
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
工程，走出了激活“红色基
因”、塑造“红色品牌”、弘扬

“红色精神”新路子。
（据新华社报道）

忠勇为党的女英雄———陈康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