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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拿到8000万元的包头

市重点产业基金稀土高新

区子基金，包头科锐微磁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蔺继荣长长舒了一口

气，企业在建的产业化项

目 2000 吨快淬磁粉和 500

吨塑磁颗粒生产线终于有

了保障。

他说：“我们生产的粘

接磁粉、热压磁粉、塑磁颗

粒3类核心产品，技术门槛

高，市场前景好，打破了国

内企业同类产品长期依赖

进口的局面，且符合国家、

自治区、包头市稀土终端

应用领域产业发展方向，

因此，得到了稀土高新区

和基金公司的大力支持。

如果没有这笔资金，该项

目计划2022年底投产达效

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今年以来，稀土高新

区积极支持民营领军骨干

企业发展，按照“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原则，通过

互相参股、联合投资等方

式，出资设立“包头市重点

产业基金稀土高新区子基

金”，通过基金管理机构对

目标企业开展深入调查，

从中选定符合重点产业基

金投资目录且符合高新区

企业发展政策的企业进行

投资。

稀土高新区财政局工

作人员高星光告诉记者：

“基金设立规模为15亿元，

稀土高新区财政局支出

13.3%的金额匹配给企业，

其余部分由基金公司和社

会资本承担，这种创新的

投资模式，获得了企业的

高度认可。”

记者了解到，作为包

头市打造“四基地、两中

心、一高地、一体系”的重

要承载区，稀土高新区积

极与金融机构对接，就政

府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并制定

出一系列措施，用金融“活

水”灌溉实体经济。

“结合高新区企业发

展需求，我们推出了存货

质押、知识产权质押、机械

设备质押、股权质押等多

类贷款方式，没有通过第

三方监管，这种宽松的信

贷政策，过去是根本行不

通的。”内蒙古银行包头分

行信贷部负责人游秉谦

说。

他告诉记者，以前，在

企业申请办贷过程中，都

是从支行、条线部门、审查

部门按顺序、流程依次办

理，现在3部门业务办理由

“串联”变“并联”，办理时

限缩短了60%以上。

针对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区属各大银

行近日普遍下调了贷款利

率，按照客户信用等级、贷

款额度等实行利率差别化

定价管理，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严格执行对中小微

企业融资让利减费政策，

减免企业登记费、评估费、

担保费、公证费等费用，做

到能减则减、能降则降，切

实有效解决小微企业特别

是新兴产业、转型升级企

业、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

难题。

与此同时，区属各大

银行还创新推出“家庭贷”

“安达贷”等多种信贷产

品，只要满足条件的家庭

成员担保就能贷款，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转

型升级搭建起有效的信贷

平台。

稀土高新区：用金融“活水”灌溉实体经济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临近春节，打工回到

家乡的杨富东先去母亲的

坟头看了看。半年前，他把

母亲的坟迁到了村里新修

的公墓里，平平整整的土

地上一个土包，埋着前年

去世的老母亲。

中国人向来看重生

死，尤其在农村，亡人要厚

葬，一为尽孝，二为泽荫后

代。

杨富东家住宁夏固原

市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

村，过去村里谁家有人过

世，定要挑一处风水宝地

埋葬亡人，他也一样。

前年 84 岁的母亲离

世，杨富东请来阴阳先生，

选来选去，最后埋在了自

家农田正中央。尽管他一

家5口只有6亩地，土地并

不多，“老母亲穷了一辈

子，受罪了，自然要选个好

地方。”

杨野河村还有很多人

像杨富东一样把坟建在自

家地中间。

“我们村本来就山高

坡陡，人均几亩薄田，坟一

占，半亩地就种不成了，死

人和活人抢地呢！”村主任

杨银贵说。

不仅如此，前些年村

里还刮起一股攀比风，坟

包越修越大，丧事规格也

越来越高。你家买松木棺

材，我家就要买柏木的，价

格动辄过万元，摆宴的烟

最低的是 25 元一包的，一

瓶酒得上百元，一桌宴席

至少七八百元，花钱少就

被视为“不孝”。

丧事大操大办只是杨

野河村民风落后的表现之

一。打架骂账、上访闹事……

这个村曾是全乡最“烂包”

的村。“问题出在村党组织

软弱涣散，基层治理能力

不强，村干部说话没人听，

办事没人跟。”神林乡党委

书记柳永奎说。

2018年神林乡整顿村

基层党组织，杨野河村两

委班子大换血。之后村子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讲政策、办活动、送演出，

倡导丧事简办；借助“积分

制”进行乡村治理，践行村

规民约就能积分，不收高

额彩礼积 10 分，丧事简办

积20分等，积分可以在“爱

心公益超市”兑换生活用

品……

有了村级精神文明阵

地的持续输出，潜移默化

间，民风逐渐向好。

去年初，杨野河村要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又把“死人和活人争

地”的矛盾摆在了台面上。

把梁峁上零散分布的

小块山地推平，既能扩大

耕地面积，又方便机械化

操作，亩产能提高不少。

“村子要发展，不能再

让坟包挡了道。”杨银贵和

其他村干部提出，利用这

次修整农田的契机，由村

民每户让出几分地，匀出

三四十亩的整地修建村公

墓，迁旧坟采取自愿，以后

村里再有人去世都要埋在

公墓。

为敲定此事，村里前

后开了6次会，讨论了2个

月，最终超过三分之二的

村民同意。但村规定下了，

却迟迟没人行动。

杨富东原本也不想迁，

直到夏天一场暴雨淹了母

亲的坟，他怔了：这坟是专

门请阴阳先生挑的宝地，怎

么还会这样？思前想后，他

决定迁坟，成为全村第一户

把坟迁到公墓的人。

不久，村民剡小军家

中亲人去世，也主动把亡

人埋在了公墓，并按照红

白理事会的规定办丧事，

摆宴的烟 10 元以下，酒不

超过 20 元，宴席 400 元以

内，“不遵守，村里就没人

给我来帮忙了。”

“这放在过去根本不

可能实现。”杨银贵欣喜地

说，虽然迁坟的人还很少，

但是个好的开头，引导村

民改变观念需要时间。

轮到杨富东家整修农

田时，他亲自盯着施工队

开着铲车推平了地。去年

他家地里的马铃薯长势不

错，他打工还挣了两三万

元。这次去公墓里的坟上

看过后，他说：“坟迁到公

墓没啥不顺，都挺好。”

（据新华社报道）

“5·12”汶川大地震

中，他张开双臂，为学生撑

起一方安全地带，用 51 岁

的生命诠释不朽师魂。他

叫谭千秋。

谭千秋，男，中共党

员，1957 年 8 月出生，湖

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

桥镇岩前村人。1978 年 3

月 ，谭 千 秋 以 优 异 的 成

绩考入湖南大学政治专

业学习。毕业后，学校准

备 让 他 留 校 任 教 。他 却

主动请缨：“我要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个

月 后 ，他 如 愿 以 偿 地 被

分配到四川东方汽轮机

厂 职 工 大 学 工 作 ，随 后

又到东汽中学任教。2000

年 9 月被评为四川省特

级教师。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东汽中学高二

（1）班里，谭千秋老师正

在给同学们上课。突然，

教室一阵剧烈摇晃，课桌

椅开始抖动。地震了！他

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喊着

让同学们往操场上跑。几

秒 钟 后 ，教 学 楼 开 始 坍

塌，看着身边 4 个来不及

逃离的孩子，谭千秋用双

手奋力将他们塞进课桌

下，然后，他弓着身子，张

开双臂紧紧地趴在课桌

上，用血肉之躯铸成了一

道钢铁长城。

5 月 13 日，当搜救人

员从教学楼坍塌的废墟

中搬走压在谭千秋身上

最后一块水泥板时，当场

所有人都禁不住潸然泪

下。他跪仆在地，伸开双

臂，在他身下，蜷伏着4名

学生，而他的后脑却被楼

板砸得深凹下去。谭千秋

折断了他的翅膀，让学生

们继续展翅飞翔。他用生

命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

德灵魂，他那张开双臂的

身躯成为人们心中一座

永不倒塌的丰碑。地震当

天 ，他 讲 的 最 后 一 课 是

《人 生 的 价 值》，危 难 时

刻，他以实际行动给所有

人上了最好的一课。

在同事们眼中，谭千

秋致力于学校的教学改革

和创新，同时又为人谦和；

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个在

校园里看到一块小石头都

要捡起来，生怕同学们玩

耍时受伤的好老师；在家

人眼中，他是“模范丈夫”

“慈父”“孝子”……震后，

谭千秋被追授全国抗震救

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

灾英雄等荣誉称号，2019

年被授予新中国“最美奋

斗者”。

英雄不死，精神千秋。

人们通过不同形式纪念谭

千秋。电影《最后一课》、图

书《大爱千秋》让越来越多

的人看到一个立体的谭千

秋。矗立在母校湖南大学

的铜像更是将他舍己救人

的瞬间定格，令人肃然起

敬。在四川德阳龙井公墓，

绿树环绕，曲径通幽，每到

清明，谭千秋的墓前总有

鲜花追思。

十余年过去了，当年

变为废墟的东汽中学在德

阳市区旌湖之畔重生，如

今的东汽八一中学正以

“求适教育”为理念，为不

同层次的学生拓宽着成才

途径。书声琅琅，激情飞

扬，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

这里成为追梦人，开启自

己的人生。

（据新华社报道）

不让“死人和活人争地”“村公墓”吹来文明新风

谭千秋：汶川地震中，他用生命诠释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