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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格尔旗边先生反

映，危旧房改造政府补贴

款还未足额发放到位。

准格尔旗经核实，边
先生属于薛家湾镇巴润哈
岱村2016年危房改造户，
同时还承建了3户危房改
造建设工程，补贴款共计
17.5万元，已支付边先生危
旧房屋补贴款136823元，
欠38177元。由于边先生还
承包该村其他建设工程，
双方账务未结算，故所欠
危旧房屋补贴款留存在巴
润哈岱村委会账户内，未
予支付。目前，该问题已协

商解决，危旧房屋改造补
贴款剩余部分已于7月15
日完成支付。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

2.通辽市科尔沁区某

小区居民反映，一些物流

企业在居民休息时间进行

装卸作业，影响居民休息。

经调查，科尔沁区某
小区院内有5家物流企业，
个别企业在居民休息时从
事装卸作业，严重影响居
民休息。科尔沁区运管所
对5家物流企业负责人进
行了约谈，要求各企业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规范作业

时间，采取措施降低噪音
污染，保障院内居民正常
生活休息。

（通辽市委办公室）

3.一些盟市、旗县党校

反映，基层党校高质量教

学资源、优秀师资偏少，接

受高层次的教学培训机会

少。

内蒙古党校采取措施
支持基层党校教学工作，
对全区党校系统在线学习
平台进行升级，实现与各
盟市、旗县党校教学网络
视频资源的单向点播和直
播；新增服务器和配套软

件，对校内教室视频终端
进行升级，提高视频点播
资源分发和视频直播中继
转发服务能力。各盟市党
校建立视频点播、直播分
发节点，扩大在线学习平
台覆盖范围，实现资源共
建共享。 （内蒙古党校）

4.旗县档案馆工作人

员反映，基层存有的部分

乌兰牧骑声像档案资料，

年久损坏、无法播放，要加

快抢救进度。

自治区档案局（馆）深
入13个基层乌兰牧骑及有
关单位进行摸底调研，协
助指导各旗县档案馆收集
所属乌兰牧骑传统档案。8
月初，带回部分无法读取
的声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

理及修复，包括上世纪70
至90年代的开盘式、卡座
式录音带及模拟录像带共
计257件。后期将陆续对各
旗县乌兰牧骑送来的模拟
声像档案资料进行专业修
复，将注录条目上传至全
区档案目录中心，实现全
区乌兰牧骑档案资源共
享。 （自治区档案局）

“阿合买提江等五位
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
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
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
民的永远纪念。”1949年11
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唁
电中这样评价新疆三区领
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维吾尔族，1914年4月出
生，新疆伊宁人。少年时，
他随舅舅到苏联谋生，
1936年夏进入莫斯科东方
大学就读，受到马列主义
思想教育，1942年6月回到
伊宁从事秘密工作。1943

年12月，他被国民党新疆
当局逮捕入狱，1944年10
月获释后从迪化（今乌鲁
木齐）回到伊宁。

1944年11月，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先后在新疆三区
任报纸编辑、“临时政府”秘
书、军事科科长等职，后进
入新疆三区最高领导层并
被推为谈判代表，同以艾力
汗·吐烈为首的新疆三区内
部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
决斗争。最终，他不仅掌握
了新疆三区同国民党中央
政府进行和谈的主导权，而
且掌握了新疆三区的最高
领导权。

这期间，他高度重视
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
压迫和民族歧视，为签订
十一项《和平条款》、成立
新疆省联合政府作出重大
贡献。他多次动情地对新
疆三区各族干部群众说：

“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
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
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
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
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
国，是我们的家乡。”

1946年7月1日，新疆
省联合政府成立，阿合买
提江·哈斯木出任省联合
政府副主席。他指出：“我

们的任务是保证民族之间
的平等和团结。”新疆省联
合政府破裂后，他从迪化
返回伊宁，继续领导新疆
三区的各项工作。

1948年8月1日，阿合买
提江·哈斯木在伊宁主持成
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
盟”（简称“新盟”）时，毅然
决定采用“新疆”这一名称。

为进一步反省和纠正
新疆三区在国家和民族问
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他
领导“新盟”在新疆三区范

围内进行思想整顿，强调
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反
对歧视任何一个民族。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
配合全国解放积极工作，向
新疆三区干部群众大力宣
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他
发表了《我们的民族解放革
命和“新盟”》等文章，强调
新疆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取决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

中说：“我们认为人民解放
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
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
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
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表示感谢和兴奋。”

1949年8月23日，应毛
泽东主席邀请，他从伊宁取
道苏联赴北平（今北京）参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
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
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难，时
年35岁。（据新华社报道）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这两天，突泉县天兴
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新购进
的300头荷斯坦黑白花基
础母牛，已经到场开始产
奶，让企业产能实现了翻
番，日产奶量达到了60吨。
天兴奶牛是突泉县最大的
扶贫企业，企业有了效益，
拿出资金用于支付贫困户
公益性岗位工资，目前，累
计带动全县68个行政村的
560人，年人均实现增收
3172元。

自治区派驻突泉县脱
贫攻坚工作总队在开展督
导帮扶工作中，积极帮助
寻找金融项目与扶贫工作
的结合点，通过主动对接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
助力地方政府化解债务、
优化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
境等措施，让金融业更好
地为当地服务，助力脱贫

攻坚。
突泉县天兴奶牛养殖

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
一。上半年，该公司在内蒙
古恒金担保品管理有限公
司的担保下，抵押650头奶
牛，拿到了500万元资金用
于扩大生产。天兴奶牛养
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大伟
说：“有了这500万元的资
金注入，明年就能快速形
成2万头牛，甚至2万多头
牛的生产规模，能把更多
的群众引进来共同养牛”。

原来，天兴奶牛能够顺
利拿到500万元资金用于扩
大生产，得益于突泉县脱贫
攻坚工作总队的精准督导
帮扶。总队在督导调研过程
中发现，企业缺少不动产抵
押项目，融资成为产业发展
的瓶颈。在了解情况后，总
队积极协调引进内蒙古恒

金担保品管理有限公司，促
成担保公司与突泉县蒙银
村镇银行达成合作协议，签
订《动产质押贷款合作框架
协议》。通过引入第三方担
保公司，企业以质押奶牛的
方式，从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担保公司负责对企业生
产进行监管，并收取1%的
监管费用，这种创新的金融
扶持方式，帮助企业迅速得
到扩大再生产资金。

同时，内蒙古恒金担
保品管理有限公司监管员
还派专人监管天兴奶业生
产经营。被派到这里的监
管员张月明说：“企业向银
行贷了500万周转资金，我
们的职责是24小时在企业
监管，每天报送台账。”

对此，天兴奶牛养殖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大伟
说：“恒金质押公司在扶贫

工作队的指导下来到突泉
后与突泉蒙银村镇银行合
作，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
品，我们才有机会抵押650
头奶牛贷到500万的周转
资金，这笔贷款对我们的
企业的帮助非同小可啊！”

在驻突泉县扶贫工作
总队的帮助下，这项县域
金融创新举措，解决了当
地农牧业产业可供抵押资
产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目前，突泉县蒙银村镇
银行已分别与6家农牧业
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融
资9笔总额达到3800万元。

自治区派驻突泉县脱

贫攻坚工作总队联络员彭
海说：“突泉县的种养业在
经济比例中的占比还是比
较大的，下一步我们将借
鉴发达地区的经验，研究
相关政策，尝试成立产业
联盟、金融合作社等模式，
帮助解决企业缺少资金的
问题和帮助贫困户增加收
入。”

自治区驻突泉县脱贫
攻坚工作总队在开展督导
帮扶工作中，将金融扶贫
作为助力当地脱贫攻坚的
主要途径。从2019年初开
始，邀请多家金融机构到
突泉调研、对接项目，协助

突泉县落实金融扶贫优惠
政策。帮助突泉县成立国
投应收账款债权管理公
司，开具应收账款债权凭
证合同500万元，有效化解
政府债务存量，破解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同时，针对突泉县金融案
件存在案情复杂、久拖不
决等问题，协调突泉县人
民法院在不增加机构编制
的前提下，成立了金融审
判合议庭，对金融类案件

“简案快审、专案专审、难
案精审”，提高审判效率，
缩短审理期限，为当地创
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创新加快产业发展步伐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张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