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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勒图：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
挥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用”。达茂旗是
自治区 20 个边境旗市（区）之一，境内满都拉口
岸是国家双边性常年开放公路客货运输口岸，
是呼包地区向北开放的最近口岸，构建全面开
放新格局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达茂旗如何构
建大口岸格局？

雪松：近年来，达茂旗紧紧围绕中央、自治

区、包头市对外开放有关决策部署，全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讲话精神、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
话精神，扎实推动满都拉口岸建设，口岸五进五
出货运通道、综合服务大厅、报关报检大厅等一
批重大基础设施陆续建成，口岸物流园区、互市
贸易区等一批重要设施相继开工，口岸发展步
入快车道。

今后，我旗将紧抓国家支持西部开放政策
机遇，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强化互利共
赢，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入研究蒙方产
业、资源、法律等各方面政策，统筹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呼包鄂、包钢集
团、蒙古国 TT 矿等各方优势，发挥驻蒙办事机
构、贸易促进会等机构作用，推动满都拉口岸与
白云矿区、巴润工业园区、包钢集团等深度融合
发展，推动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区域共建，实现
中方市场、资金、技术、通道与蒙方富集资源优
势互补，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构建大口岸发展
格局，把口岸经济打造为我旗新的经济增长极。

格日勒图：在加快中蒙口岸互联互通方面，
达茂旗将做哪些工作？

雪松：推动满都拉口岸全方位开放，重点解
决蒙方口岸基础设施落后、运力不足、中蒙口岸
设施不匹配等问题，推动中蒙口岸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提升蒙方口岸建设水平，协调推动蒙
方杭吉口岸建设电子卡口、口岸通道、监管场所
等基础设施，确保满都拉口岸与杭吉口岸设施

实现无缝对接，进一步畅通进出口通道。打通
境外运输通道，重点围绕公路、铁路两大运输通
道，加快蒙方 TT 矿区到满都拉口岸矿运公路改
造工程，推动满都拉口岸到赛音山达段跨境铁
路，全面打通满都拉口岸通向蒙古国的跨境公
路、跨境铁路运输通道，加快形成综合运输成本
优势，力争完成年过货 500 万吨目标。推动口
岸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口岸公路物流
园区、铁路物流园区等项目，重点建设物流园区
汽贸中心、公路物流园区道路及管网，打造物流
园区“七横八纵”路网骨架，畅通口岸对内运输
通道。

格日勒图：在推动口岸多元化发展上，达茂
旗将做哪些工作？

雪松：坚持高质量发展，围绕口岸发展多元
化产业，拓宽发展路径，打造综合性口岸，提升
口岸竞争力。打造“口岸+商贸流通”产业，发
挥蒙方煤炭、矿产资源优势，以 TT 矿为主，推动
蒙方资源进口，为巴润工业园区企业、包钢集团
等提供充足的生产原料；发挥我旗清洁能源产
业优势，扩大对蒙电力出口规模，推动过剩产能
出口消纳。打造“口岸+资源深加工”产业，加
快建成互市贸易区、肉类进口指定口岸，引进牛
羊肉、铁精粉、煤炭等领域资源深加工企业，提
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条，扩大产业优势。打
造“口岸+旅游”产业，紧抓我旗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契机，开发边境口岸和蒙方旅游资
源，做大口岸旅游产业，扩大服务业开放，进一

步拓展口岸发展空间和增收渠道。打造“口
岸+物流”产业，加快推动易大宗口岸集装箱物
流园区、海关保税仓库等项目，全面优化完善功
能性设施，转变散装运输模式，推动口岸物流向
集装箱式运输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口岸过
货效率。

格日勒图：达茂旗将如何加强对蒙人文交
流？

雪松：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的互联互通，我们创新
对蒙合作交流，必须强化对蒙人文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乌兰牧骑等
文艺团体优势，积极开展中蒙那达慕、文化节等
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扩大文化对外开放。同时，
发挥外宣平台《索伦嘎》作用，与蒙方媒体加大
合作力度，多角度多层次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宣传满都拉口岸发展前景和优势，提升
达茂旗对外影响力。发挥教育领域良好合作优
势，进一步探索互派留学生、派教师队伍赴蒙学
习等，与蒙古国在教育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加
大医疗卫生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对蒙公民就医
绿色通道作用，加强与蒙古国在蒙医蒙药、医疗
技术、医疗人员培训等各方面合作，促进双方医
疗水平共同提升。

总之，我们将立足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围
绕满都拉口岸，促进优势资源整合，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实
现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积极发展多元贸易 全力构建大口岸格局

□文/图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深处，有一家特殊的爱心工厂——
鄂伦春自治旗鑫诺民族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之所以特殊，是因
为这里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残疾人和林区的困难职工。这个爱
心工厂的总经理张玉华告诉记者，成立这样一个特殊工厂，原
本是为了她的爱人和她的爱好。她爱人左心成在部队当炮兵
时落下二级残疾，耳膜失聪，与人沟通很吃力。因此，张玉华对
残疾人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愫。

今年 55岁的张玉华，自幼就对书画极有灵性，森林和草原早
就是她笔下最美的画。2004年，在一次鄂伦春工艺品展示会上，
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树皮画，当即决定要创作树皮画。当时，张玉
华家境相当困难，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只靠爱人一个月不到 400
元的工资养活一家 5口，但不服输的她硬是在自家院里建起了家
庭式的工艺品小作坊。通过刻苦钻研，她的作品一问世，便得到
市场的认可，渐渐在周边有了名气。有手艺还得有契机，2014、
2015 年在国家林业局举办的林博会上，她代表呼伦贝尔参赛的
作品一经展出就备受瞩目，连续两年获得了国家级金奖。

14 年来，她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对桦皮画的加
工工艺进行了改进，利用桦树皮的自然生长纹理，加以简单雕
琢，便成为一幅幅毫无人工雕琢痕迹的山水、人物、狩猎情景图
画。画风朴实，富有情趣，很多国内外游客、客商都对她的手工
艺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产品供不应求。

内蒙古大兴安岭甘河林业局了解到她的困难后，主动为她
免费提供了 290 平方米的加工车间，张玉华真正有了正规厂房。
为留住这种民间艺术，2016年，鄂伦春自治旗又免费为她提供了
400平方米的展馆，把一些将要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品保留下来。

厂房、展馆的到位，让张玉华和员工们更有干劲了。张玉
华的员工都是她从小镇街道“捡”回来的，坐在地下打磨根雕的
孙喜军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张玉华在街里叫了一辆电动车取
货，下车时因为东西多，司机师傅孙喜军也下车帮忙，当孙喜军
爬下车的那一瞬间，张玉华惊呆了。孙喜军却乐呵呵地说：“我
虽然不能用腿走路，但干活不耽误，做饭、种地、打零工、开电动
车我都行⋯⋯”边说边动手干了起来，张玉华愣了一会儿，才缓
过神说：“明天来我这里上班吧。”就这样，孙喜军结束了四处打
零工的日子，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如今他的生活越来越好，竖起

大拇指夸赞张玉华是个大善人。
一旁的武画师也说：“我特别感谢张经理，是她让我有了这

份收入不薄的工作。”因病服用大量药物导致武画师出现了听
力障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张玉华得知他的境遇，几次登门
造访，慷慨解囊。如今，武画师已在厂里工作了 8 年，他的脸上
时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张玉华就经常给残疾人朋友送吃
送穿，自己节衣缩食，出门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她常说：

“虽然当时家庭负担重，但比起很多人来说，还是要好很多。只
要我还能负担得起，我就会一直帮助残疾人。”

目前，张玉华的爱心工厂共接纳残疾人和困难职工 32 人，
去年呼伦贝尔妇联还把呼伦贝尔的帮扶基地设在了这里。工
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多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一
千多块钱，少的也有四五百块钱。”

张玉华坦言，今后她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制作出更多更精美
的手工艺品，更会将助残扶弱的善事一直做下去，让爱心工厂
帮助到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 薛一群

近日，通辽市民武先生向记者咨询，
回家乡创业有何优惠政策。据了解，武
先生在呼和浩特市上大学，毕业后与朋
友合资开了一家公司。今年他打算回到
家乡创业，就近照顾父母的同时，也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力量，所以很想了解回家
乡创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5 月 21 日，记者咨询了通辽市创业
就业培训指导中心和通辽市科尔沁区就
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给予答复说：创业人
员可报名参加为期 10 天的免费创业培
训，学习创业想法、筛选创业项目、市场调
查、营销策略、创办企业与管理企业等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有一定基础的创业人员
还可深入学习 SIYB 等创业培训项目；培
训合格且符合条件的各类创业人员，可以
申报最高额度为 1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或共
同创业的，贷款额度可适当提高。对贫困
县（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个
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全额贴
息，其余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财政部门第一年给予全额贴息，第二
年贴息 2/3，第三年贴息 1/3。从第二年
开始，借款人按季付息，支付利息额以银
行计算为准，贷款到期归还本金，贷款期
限一般不超过 3年。企业、个体工商户将
经营范围、产品特点等资料以文字或图片
的形式提交相关部门，经过统一审批后，
符合条件的可免费入驻位于通辽市内的
几处民族文化产业孵化基地，创业孵化期
一般不超过2年。

工作人员还表示，小食品加工企业
还可进入科尔沁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在
房租、住宿、物流配送、原材料采购、金融
信贷等方面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在
厂房租赁方面，实行“三免二减半”政策，
即租用一间厂房，可免费使用厂房 3 年，
第四、第五年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评估
报告，按当时市场价一半的标准收取厂
房租金。在用水用电方面，园区按每吨
4.70 元的价格向商户收取，包含排污费；
每度电收取 0.80 元，燃气价格为每立方
米 3.30 元，低于居民生活使用价格，免燃
气开口费、燃气报警器费用。在金融扶
持方面，园区设有建设银行微银行，入驻
企业可申请办理建行贷款产品服务。此
外，园区还在原材料采购和物流配送、食
品检测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

回家乡创业有啥优惠政策？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为加快推进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建设祖国北疆地区
人才高地，近日，呼和浩特市对外公布

《呼和浩特市推进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
若干措施（试行）》，积极吸引大中专毕业
生在呼落户就业创业，大力集聚海内外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对于高层次人
才，给予住房、购房等方面的补贴，对于
国内外顶尖人才，给予最高 1 亿元的综
合资助。此举将对吸引人才来呼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

下大力气、花重金引进人才固然有
效，但人才是流动的资源，靠物质补贴吸
引进来的人才，也可能再度流失。引进
的人才再流失，不仅会给当地财政带来
损失，还会影响到任职单位工作的正常
开展。所以，引进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
想方设法把人才留下来。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
载重，渡河不如舟。”每位人才的优势和
劣势不同，只有结合实际需要和人才自
身特点，将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
让他们从事自己擅长、感兴趣的工作，才
能真正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以强
大的内生动力来推动事业的发展。同
时，要根据“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
标准，灵活任用人才，让人才最大限度地
发挥价值、施展才华。工作有价值，事业
有发展，人才才会心甘情愿留下来。

“良禽择木而栖”，良好的就业创业
环境和有利于创新的工作氛围，也是留
住人才的关键。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
策，建立健全人才晋升机制、激励机制、
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营造充
满活力的创业创新环境，才能让人才敢
创新、敢试错、敢放胆去干，激励他们通
过不断的创新尝试为当地发展增添更多
活力。

灵活的用人机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不可或缺，“后勤保障”也要跟上。对于
高层次人才，除了户口、住房、薪酬等硬
性条件，在配偶就业、子女上学等问题上
也应提供便利，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让
他们在这座城市获得归属感、幸福感，才
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之，更要留
之。善用人才、优化环境、提升保障，才
能让人才真正留下来，从而为当地发展
创造更多价值。

人才引进来
更要留下来

◎李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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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贾静

5 月的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寨子塔村绿树葱茏，百花争艳，处
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大早，记者来到了寨子塔村五保户闫挡柱家，61 岁的闫
挡柱正在打扫自己家门前的卫生。“你们看，这些就是我养的
羊，它们既是我的‘羊伙伴’，又是我的‘金疙瘩’，我的羊肉在咱
们准旗很畅销呢！”说着话，老人领着记者走进他引以为豪的养
殖场。只见干净的羊舍里，挤满了健硕的羊。“看！那 15 只小羊
是去年冬天刚下的崽，几个月就长大了不少！”望着自家羊圈里
活奔乱跳的小羊，闫挡柱掩饰不住自己的满足和自豪。

投料喂羊，打扫羊圈，加工饲料⋯⋯每天闫挡柱的生活都
在围绕着羊忙活。“羊多了可不好伺候，投一次料就得一个小
时，还得喂水，打扫羊圈，我一个人还挺忙。”闫挡柱高兴地说，

辛苦归辛苦，但只要想到这 80 多只羊能全部出栏卖个好价钱，
心里就高兴。

闫挡柱是村里的五保户，也是 2016 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年都能拿到政策性补贴。按常理，像他这样的五保户本该舒
舒服服在敬老院安度晚年，可他就认上了自食其力这个理儿，
非要靠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我身体硬朗，有手有脚，为什么
要在敬老院里白吃白喝呢？现在政策这么好，我能自食其力，
老了老了也要活一口气！”闫挡柱说道。

2009 年，闫挡柱突然得了脑梗无法下地干活，地里的草长
得比玉米都高，看病还欠了债，他一度觉得这日子没啥奔头了。

有一次，大病初愈的闫挡柱去镇里办事，看到农村跑坡山
羊肉在城市里很受青睐，瞅准养山羊是条赚钱路，闫挡柱心里
便有了主意。

“我寻思着养羊是条出路，就拿积攒的钱先买了 20 只羊回
来养，养殖一年后出售，一只羊净赚了 500 元。我心里乐开了

花，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说起养羊致富的事，闫挡柱来了精神
头儿，跟记者谈起了如何开始养羊的经过。有了第一笔不错的
收入，闫挡柱养羊的心气就更高了。现在闫挡柱的养殖业逐渐
形成规模，每年养羊净收入就超过 2 万元，给闫挡柱创造了可观
的经济收入。

除了养殖外，闫挡柱每年还种植了 20 多亩玉米、土豆、糜
子等粮食作物，养了 20 只鸡。看着闫挡柱整天忙里忙外，亲戚
朋友经常劝他说：“日子好了，该享受还是得享受。”但闫挡柱觉
得，现在的扶贫政策好，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脱贫致富，不能
有点甜头就松懈了精神。

“今年除了继续搞养殖外，我想去十二连城乡学习大棚种植
技术，回来在我们村里也盖个大棚，像城里人一样冬天也能吃上
新鲜的蔬菜。”说起将来的打算，不善言辞的闫挡柱嘿嘿憨笑。

干净的村道旁绿草如茵，生机盎然，圈舍里欢腾的小羊嗷
嗷叫唤，预示着五保户闫挡柱又一个新收成。

五保户闫挡柱脱贫记五保户闫挡柱脱贫记

森林深处的爱心工厂森林深处的爱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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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残疾人工友孙喜军正在打

磨根雕

。

鄂伦春族手工艺品展厅一角。

张玉华正在摆放刚刚制
作好的鄂伦春猎民专用的帽
子和手套。

■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