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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京蒙扶贫协作项目资金为脱贫攻坚注入“活水”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资金、技术、人才资源
丰富，是北京市的强项；气
候、水源、生态环境良好，
是兴安盟的优势。

京蒙扶贫协作开展一
年来，12名北京挂职干部，
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立足
北京的“强项”，结合兴安
盟的“优势”，引进来的京
蒙糖业生物有限公司万吨
级生物转化分离木糖醇在
科尔沁右翼前旗开工，北
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
公司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生产线项目在突泉县落
地，北京天润华彩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与扎赉特旗永
林生物质热电公司完成股
权转让手续，北京三聚绿
能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创业
孵化项目开工建设，兴安
盟三聚绿源生物质新材料
有限公司在科右中旗完成
项目备案和规划审批。

从祖国首都到兴安盟
的贫困旗县，来自北京的
资金、技术、人才和理念如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一次
次项目对接，一次次对口
帮扶，为兴安盟产业实现
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蓄积着强劲动能。

注入脱贫新力量

这两天，突泉县太平
乡福利村贫困户赵玉璇在
天兴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找
到了一份工作，眼下正是
奶牛产犊期，赵玉璇每天
精心地饲喂新生的小牛
犊。

“今年一开春，我就寻
思来奶站干点活儿，这个

工作挺好的，收入高也不
太累，喂喂牛一天就能赚
100块钱，一年下来3万多，
能解决家里不少困难。”赵
玉璇麻利地投喂着手中的
饲料，对于这份工作她很
是珍惜。

天兴奶牛养殖有限公
司是突泉县一家以养殖奶
牛、收购养殖户牛奶为主
的民营企业，赵玉璇能够
顺利在这里就业，得益于
突泉县与房山区结对后，
2057.5万元京蒙协作资金
的注入。天兴奶牛公司在
这笔资金注入后，新购进
了1300头荷斯坦黑白花基
础母牛，日产奶量从22吨
提高到了45吨，产能翻了
一番。

自2018年，扎赉特旗、
突泉县、科右前旗、科右中
旗、阿尔山市5个国贫旗县
市与北京丰台区、房山区、
海淀区、通州区、东城区结
对以来，落实京蒙扶贫协
作项目45个，完工39项，到
位资金20156万元（其中自
治区配套资金2881万元），
其余6项将在2019年6月底
完成。

最大限度使用好京蒙
扶贫项目资金，创新产业
扶贫机制，提高规模化、组
织化、市场化程度，让更多
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实
现长效脱贫，同步小康。兴
安盟与北京5个区结对的
旗县市在落实扶贫协作项
目中，因地制宜推出的菜
单式扶贫、资产受益式扶
贫和龙头企业、合作社组
织和能人大户带动扶贫、
公益性岗位设置等协作方

式，由“输血式”扶贫向“造
血式”扶贫转变，已使兴安
盟4422户贫困户实现脱
贫。

“2000多万元京蒙帮
扶资金的注入，无疑为我
们天兴奶业注入了一剂兴
奋剂，按照协议我们从企
业所得效益中拿出一大
块，用于支付为贫困户设
立的公益性岗位工资。”突
泉县天兴奶牛养殖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大伟介绍说，
目前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
512人，覆盖全县所有行政
村，户年均实现增收3172
元。

与天兴奶牛养殖有限
公司一样，依靠京蒙协作
4645万元扶贫资金，突泉
县内42家扶贫龙头企业
和合作社得以受益，为化
解资金使用风险，突泉县
还引进投资担保公司，对
扶贫资金进行兜底担保，
企业和合作社每年拿出
资金总量的8.5%，聘用
贫困户公益性岗位1343
人。

“以京蒙资金产业扶
贫项目为杠杆，撬动了贫
困户的巨大内生动力，搭
建起了京蒙人民的连心
桥，不仅扶贫，而且扶心，
通过劳动让贫困户内心产
生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
量，劳动脱贫，劳动致富。”
来自房山区的挂职干部、
突泉县副县长清河表示，3
年以后这部分资金还可以
循环使用，进一步为突泉
脱贫攻坚、带动贫困户增
产增收以及乡村振兴起到
推动作用。

打造特色产业

“我们村是被追加的
重点帮扶村，大家都说我
有福气，赶上了京蒙帮扶
的好机遇！”看到记者的到
来，科右前旗俄体镇俄体
村贫困户谢元民忍不住要
将自己脱贫的事儿说给大
伙儿听。

谢元民家因病因学致
贫，2017年被纳入了建档
立卡贫困户。去年，科右前
旗俄体镇与北京市海淀区
西北旺镇结成帮扶关系，
俄体村随后被追加为京蒙
帮扶重点帮扶村，谢元民
成了重点帮扶对象。针对
他家情况，帮扶队员们帮
他开出了养殖肉牛的脱贫

“良方”。还没到一年时间，
他家的4头牛就增收了2万
元，这让一家人在脱贫的
路上奔头十足。

与俄体镇结成帮扶
“亲戚”后，西北望镇不仅
为贫困户带来了科技帮
扶，也解决了贫困户发展
产业资金短缺的问题，直
接带动了俄体镇京蒙帮扶
重点村366个贫困户，每户
每年增收2000元以上，越
来越多像谢元民一样的贫
困户走上了产业脱贫之
路。

对此，西北望镇党委
书记赵小云深有感触：“俄

体镇的绿色产业资源具有
独特特点，我们将因地制
宜进行更合理的产业布局
规划。去年，我们投入帮扶
资金918.2万元，发展特色
产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我们要加大力度，与
他们一起跨过那条脱贫
线。”

建杂粮杂豆加工厂、
解决200人就业难题、与万
佳公司探求合作项目发展
蔬菜种植产业、建设500亩
种植基地、建小型屠宰场
……把产业做大做强，为
群众增收开辟一条新路
径，让俄体镇百姓能够靠
发展产业摘掉“贫困帽”、
走上致富路，成为西北望
镇2019年帮扶俄体镇新的
目标。

来到明水河镇西口
村，远远就能看到占地17
公顷、总投资2863万元的

“慢种慢养”生态农牧业产
业扶贫园区。目前，园区内
一期的育肥牛基地已初具
规模。

“作为京蒙帮扶的重
要项目，园区一期7月30日
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今年

‘慢种慢养’生态农牧业产
业扶贫园区主要打造育肥
牛基地和种羊区，完成后
可养殖2000只羊和1000头
牛。”明水河镇副镇长王树
庆介绍说，阿尔山正在打

造全域旅游，他们在基地
内还设置了观光塔，在三
期工程规划里，园区中间
还会建设旅游接待区，预
计2020年三期全部完工。

“借助北京市东城区
对阿尔山市扶贫帮扶的强
力支持，我们阿尔山利用
明水河镇西口村适宜的自
然环境、丰富的饲草料资
源，采用科学的饲养和管
理技术，打造阿尔山‘慢种
慢养’生态农牧业产业品
牌，建立明水河镇支柱性
产业，实现贫困户脱贫致
富长久之路。”阿尔山市副
市长王晓欢说。

为推动脱贫攻坚，增
加群众收入而协力同心。
自去年以来，北京市投资
2.47亿元，在兴安盟建设京
蒙糖业等9家企业，这些项
目的注册落地，给兴安盟
产业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
劲动能。

据悉，2019年兴安盟
将申请实施京蒙扶贫协作
项目48项，京蒙扶贫协作
资金2.3亿，其中基础设施
类2个，产业合作类13个，
劳务协作类11个，社会事
业类5个，人才培训类14
个，消费扶贫类3个。

展望未来，京蒙两地
扶贫协作将向着更精准、
更深入、更务实的方向迈
进。

江川革命烈士陵园位
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城
南。陵园庄严肃穆、苍柏青
翠。沿梯而上，镌刻着“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
碑巍峨耸立，纪念碑后方
左侧就是抗日名将唐淮源
的墓。

唐淮源，字佛川。1886
年出生，云南江川人。1911
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加入滇军。先后担任排长、
连长等职。1930年任第12师
副师长兼第35旅旅长。1932
年任第12师师长。1936年10
月任第3军副军长。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
争爆发后，唐淮源奉命北
上，在冀西一带及晋东、晋
南一带与日军作战。1937
年秋晋升为第3军军长。
1938年奉命率部转入晋南
中条山作战。1941年5月，
日军调集兵力10余万，分
三路进犯中条山。唐淮源
所部在温峪村附近被日军
包围。唐淮源率官兵反复
冲杀，奋力突围。终因四面
受敌，弹尽援绝，所部官兵
伤亡殆尽。

身陷绝境时，唐淮源写
下遗书：“余身受国恩，委于

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
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
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
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
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5月12日，为了不被日
军俘虏，唐淮源举枪自戕，
壮烈殉国。时年55岁。1942
年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
上将。

“国土未复失壮士，碧
血千载染中条”“抵御外侮
壮志未酬先殉国，杀身成
仁忠魂永镇中条山”，在唐
淮源慷慨就义壮烈殉国
后，这些挽联充分表达出

当时国人对他的痛悼和敬
仰之情。

1942年1月4日，为悼
念唐淮源和中条山战役阵
亡将士，当时的《云南日报》
发表社论《哀痛悼忠魂》。社
论中说：“回忆五年来之战
史，如中条山之能坚守四年
之久者有几？能以寡敌众，
在械劣、粮缺、弹乏险恶之
条件下屡挫敌锋，数度实施
反扫荡而均获成功者有几？
高级将领能身先士卒，杀身

成仁者又有几？……（唐）将
军等之死，实为国家之无上
损失。将军为国之干城，抗
战之支柱。国家损此干城，
抗战失此支柱，将增加抗日
之困难，平添战争之阻碍，
吾人为国惜才，更难禁为
之一哭！”

1990年，唐淮源的骨
灰从山西移葬到江川革命
烈士陵园。唐淮源墓为锥
形，水泥青石镶嵌，墓碑为
大理石，上刻“抗日英烈陆

军上将唐淮源之墓”。在墓
旁，有一块唐淮源生平事迹
牌，上面记录了他的戎马一
生，其中一段话无不让观者
动容：“（他）曾豪言，‘中国
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
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
三军开其端。’”现在，每年
都有2万余人次到这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以各种方式
纪念这位誓死与中条山共
存亡的抗日英烈。

（据新华社报道）

誓死与中条山共存亡的抗日名将———唐淮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