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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革命烈士陵园

公安英模区有一尊孙瑞林

的半身塑像，神情果敢、坚

毅。塑像底座刻着“孙瑞林

烈士”及他的事迹简介。

孙瑞林，1960 年出生

于江苏邗江，1979 年在江

苏省公安学校学习，1981

年参加公安工作，198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江苏省邗江县公安局刑

警队民警、分队长、副队长。

1992 年 7 月 11 日 下

午，孙瑞林接到市局刑警大

队通报，镇江市丹徒县公安

局发现一个与邗江县（现为

邗江区）新坝乡 1991 年发

生的一起重大盗窃案件有

关的线索：中国化工部蓝星

化学清洗集团镇江有限公

司给欠款单位丹徒县（现为

丹徒区）一工厂的 24 张价

值2.8万余元的银行存单，

正是1991年5月29日邗江

新坝气阀厂职工朱某家中

被盗后挂失的银行存单中

的一部分，蓝星公司总经理

王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孙瑞

林立即组织 5 名干警驱车

赶往镇江市，与丹徒县公安

局刑警队相互通报案情、研

究审讯计划后，决定当即依

法传讯审查王斌。

王斌拒不交代存单来

源，审讯工作没有进展。孙

瑞林等干警连夜奔赴王斌

所在公司进行搜查。搜查

过程中，王斌故意拖延时

间，妄图蒙混过关。干警们

最终从保险柜内搜出存

单，正是王斌与另一罪犯

在邗江新坝朱某家中盗窃

的部分存单。

王斌见罪行败露，突然

从墙边拎起一只装满 5 公

斤氢氟酸的塑料桶，向干警

们泼来。为制止罪犯，保护

战友，孙瑞林毫不犹豫扑向

罪犯，不幸被氢氟酸泼中。

他强忍疼痛，与罪犯展开搏

斗，使尽全身力气打落罪犯

手中的塑料桶。

王斌趁机又拎起第二

桶氢氟酸，妄图以泼洒氢

氟酸开路、夺门逃走，被干

警死死堵住。为了同志们

的安危，孙瑞林一边与犯

罪分子争夺塑料桶，一边

高声呼喊：“撤出办公室，

封住楼道口。”此时孙瑞林

的脸部皮肤大部分被烧

焦，颈部、胸前也呈重度烧

伤，当他最后一个撤到门

口时还用微弱的声音说：

“罪犯还在里面，把住门，

不要让他跑掉。”退至楼梯

口时，孙瑞林强忍剧痛，抓

起散落在地上的罪证。

送至医院后，生命垂危

的孙瑞林仍惦念着战友们，

询问了战友的伤势，并关心

罪犯是否被抓获。7月12日

凌晨，孙瑞林因呼吸道中毒

严重，面部严重灼伤，抢救

无效，以身殉职。1992 年 9

月9日，公安部追授孙瑞林

同志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多年后，孙瑞林的儿

子孙霏晗继承了父亲未完

成的事业，成为扬州市公

安局经侦支队一名民警。

“年幼时，我一度很害怕有

人跟我提及‘警察’这两个

字，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 ，早 已 把 父 亲 的 牺 牲

‘怪’在了警察这个职业

上。随着年龄渐长，我开始

喜欢翻看爸爸生前身着警

服的照片，渐渐燃起了成

为一名公安战士的梦想。”

无论哪项工作，孙霏

晗都能以饱满的热情快速

适应角色。每当面对挫折

和压力，他感到父亲一直

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

让他变得坚强。“20多年过

去了，如今我站在了父亲

原来的位置，坚守着他未

完成的侦查梦。”

5 月 14 日，兴安盟金

融精准服务奶牛肉牛产业

推进会在乌兰浩特市召

开，会上，各金融机构与兴

安盟两个旗县市和四家企

业共同签订了 8 个肉牛奶

牛产业贷款项目，签约金

额达39.5亿元。

肉牛、奶牛产业发展

事关兴安盟民生保障、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 两

牛”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

支持。近几年，兴安盟牢

牢把握国家奶业振兴战

略机遇，启动实施牛产业

“双百千亿”工程，出台了

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兴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配

套措施。2019 年兴安盟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持

续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达到 637 亿

元，新增投放贷款 63 亿

元，落实“两牛”产业扶持

贷款 18.2 亿元，有力支持

了重点产业加快发展。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在国家密集出台一

系列政策举措的同时，兴

安盟也相继推出抗疫信

贷产品 32 项，优化服务措

施56项，向1889家中小企

业累计投放复工复产贷

款 24.6 亿元，为全盟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金融支持。

通过一系列政金企对

接行动的开展，兴安盟“两

牛”产业带动效应逐步凸

显。截至今年4月末，兴安

盟肉牛存栏 82.5 万头、同

比增长35.1%，奶牛存栏达

到 14.5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27.2%。

兴安盟：39.5亿贷款精准服务“两牛”产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在防控疫情的关键

时刻，能送口罩，给消毒液

的，关系都不一般，都是我

们的亲人！”赤峰市扶贫办

公室主任冯树鑫说。中国

中化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

与赤峰 2 个旗县牵手开展

定点帮扶，企业根据两个

旗县不同的情况，因地施

策。8 年来，中化集团累计

为阿鲁科尔沁旗和林西县

提供资金支持 6885 万元，

实施扶贫项目 68 个；先后

派出 6 名干部挂职驻旗入

村，全力推进定点帮扶工

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中，中化集团再次伸出援

助之手，分别向两个旗县

捐赠了医用口罩和消毒

剂，解决了防控物资不足

的燃眉之急。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

个好支部。”中化集团坚持

扶贫项目在哪儿、联合党

组织建在哪儿，采取多种

形式与贫困村、产业基地、

中小学的11个党组织开展

联建共建。如今，中化集团

在阿旗的定点帮扶工作，

已形成了以融合党建为核

心，以三镇一乡项目聚集

区为一个产业带，其他多

个产业项目并存的“一核

一带多点”产业扶贫格局。

除了产业扶贫外，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科技扶贫也同

步跟进，汇聚成脱贫攻坚

的澎湃力量。

近解当务之急，远谋

长远之计。中化集团在阿

旗的帮扶工作步步为营，

颇有章法，首先打出了一

张“授人以鱼”的保障牌。

中化集团动员下属企业

994 人（次）干部职工结对

帮扶阿旗1313人（次）贫困

家庭中小学生，累计捐款

145.24 万元，其他用于教

育发展的资金达 340 余万

元；先后投入 745 万元，用

于改善提高荞麦塔拉卫生

院、扎嘎斯台卫生院、赛罕

塔拉卫生院和乌兰哈达卫

生院医疗卫生条件；为阿

旗政府配套200万元，成立

赤峰首家“救急难”基金，

织就了社会救助的安全

网。

紧接着中化集团又打

出了一张“授人以渔”的发

展牌。如何增强帮扶旗县

的造血功能？中化集团的

做法是：打造一批好项目，

构建一个好模式，教会一

门好手艺，培育一批好品

牌。如今，在阿旗由中化集

团投资建设的扶贫产业项

目随处可见：投资398万元

肉牛养殖项目，投资130万

元的水面综合开发项目，

投入 169 万建设笤帚苗加

工基地项目，投入 40 万元

扩建的特色养殖项目，引

入企业资金 400 万元建设

2300亩药材基地项目……

几年来，中化集团已在阿

旗投资完成各类扶贫产业

项目 22 个，惠及贫困户

1400 多户、3100 多人实现

稳定脱贫。

构建一个好模式，“扶

贫MAP农场”催生农业革

命 。啥 叫“ 扶 贫 MAP 农

场”？通俗讲，就是由村里

成立合作社，组织农民土

地入股，合作社再与中化

集团下设的现代农业技术

服务平台对接。这个平台

能够提供从种到收、从收

到卖的全链条托管式服

务。“扶贫MAP农场”种甜

菜和普通农户相比，1亩甜

菜能节支增收750多元。一

样的地为啥种出不一样的

效益？这就是规模经营、集

约经营、科技兴农的魅力。

中化集团2019年在阿

旗投入 1080 万元，帮助流

转农民土地 5970 亩，建成

扶贫示范农场6座。在利益

链接方面采用“三重链接”

和“三重收益”模式，即：贫

困户在农场能得到地租、

务工工资和合作社分红三

重收益，MAP 农场将获得

的部分利润用于壮大村集

体经济、扶贫资金和防返

贫基金三重链接，同时，投

资 2300 万元，建设一座农

业MAP技术服务中心。去

年 ，扶 贫 农 场 总 收 入 达

1300万元，务工收入达200

万元，亩均利润超过 800

元，受益群众6000余人，建

档立卡户200余人，农牧民

都亲切地称中化扶贫人为

“田保姆”。

教会一门好手艺，让

农牧民能就业。在赛罕塔

拉苏木的扶贫车间，妇女

们戴着口罩正在穿针引线

做手工刺绣加工。牧民朝

鲁门算了一笔账：她白天

干农活、做家务，晚上刺绣

3个小时，一个月下来就有

2500—3000 元的收入。两

年来，中化集团在阿旗投

资 310 万元建设民族手工

艺扶贫车间和笤帚苗加工

基地，投入培训经费 81.4

万元，培训农牧民 1434 人

次，组织培训旗乡村三级

干部 1044 名，相继举办了

多期蒙古刺绣、笤帚绑扎、

月嫂等培训班，培训合格

各类技能学员200余人。中

化集团每年还拿出 10%的

校园招聘岗位，面向对口

贫困旗县招聘，努力让更

多贫困家庭学子实现就

业。

培育一批好品牌，特

色产品卖全国。中化集团

帮助阿旗打造了“塔林花

羊肉”等农畜产品品牌。在

中化集团推动下，阿旗多

个产品入驻央企扶贫馆。

通过中国金茂物业扶贫线

上店、金茂地产旗下U+中

心线上平台、中化石油便

利店和加油站等渠道，累

计销售有机农畜产品 600

余万元，发动集团总部及

下属单位购买400余万元，

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草原

特产，端上了全国人民的

餐桌。

悠悠脱贫路，殷殷帮

扶情。中化集团定点帮扶

的累累硕果，已化作草原

人民心中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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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孙瑞林：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

中化集团：强支持 建机制 造品牌 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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