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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初夏，记者深入鄂尔多斯17个工
业园区，所到之处，一派奋发向上的蓬
勃景象。截至2017年底，园区总产值
达2718亿元、占全市的68%，2个园区
产值超500亿元，9个园区产值超百亿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83亿元、占
全市的23%，7个园区税收超10亿元。

鄂尔多斯市以“党建引擎”驱动发
展，围绕园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通
过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队伍建设、搭建
服务平台，推进园区党建工作向纵深
开展，为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
能转换，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智力
支撑。目前，全市304家建立党组织
的园区非公企业中，出资人为党员的
有101家，党员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
记的比例占到55%。

2014年，鄂尔多斯市率先在全区
印发了《关于加强全市经济开发区（园
区）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这
是该市为推进园区党建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走出的坚实一步。

加强和改进园区党建工作，关键
在机制。为从根本上促进园区党建工
作规范化，鄂尔多斯市将园区的党建
工作下放到旗区，形成市委统一领导、
旗区党委统筹推动、园区党组织具体
负责的工作新格局；2017年，鄂尔多
斯市非公党工委指导17个园区制定
各自《党建工作实施办法》。

按照“工作联动、事情联议、实绩
联考”模式，使园区党建模式由过去的

“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转变；同时
按照“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的思
路，使党群建设由过去的“独角戏”向

“集体舞”转变。
经费、人员、阵地是园区开展党建

的“三大件”。2014年以来，鄂尔多斯
园区党建经费平均每年以17%的速度
增长。目前，全市已累计为企业选派
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900多名，17
个重点园区均已建立党群活动中心，

实现了党组织活动阵地全覆盖。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再次触摸到

鄂尔多斯市园区党建铿锵跳动的发展
脉搏。目前该市9个旗区17个园区的
党建负责人都深入到辖区企业摸情
况、了解出资人实情，在企业中建立支
部，把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派下
去，让党员队伍强起来，去先进地区学
习交流经验，确保党建理念与全国同
步。截至目前，通过内选、外聘、上派
等方式累计为企业选派党组织书记
516名。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细
了就是凝聚力。”伊东集团在企业发
展过程中持之以恒抓党建工作取得
的成效和经验，再次有力地印证了这
一点。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
骨干中党员比例达85%。近 3年来，
集团党委提出合理化建议387条，为
公司增效1.5亿元；依托“党员创新工
作室”，通过技术革新节约生产成本
4.3亿元。

目前，鄂尔多斯市17家园区均已
实现党建网站全覆盖，24家入园企业
开办党建专刊。在比学活动的助推
下，该市入园非公企业数量由2013年
的523家增加到2017年的736家，党
组织组建率也提升了23个百分点。

在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制定出台
《开发区关于推进党支部建在项目上
工作实施意见》，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包
联项目制度，推行“县级领导联系重大
项目，科级领导联系车间、班组，普通
党员联系一线工人”工作法，充分发挥
党组织和党员对项目建设的推动作
用，助力开发区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采取了“一个
企业、一名领导、一班人马、一套方案、
一抓到底”的全方位、保姆式服务。

“自公司成立党委后，企业发展有
了主心骨，员工更加积极上进了”，内
蒙古德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杭玉堂说，“这样不但凝聚人气，增加
公司效益，还提高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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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许可

初夏时节，青岛蔷薇飘香，绿柳含烟。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作为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进入发展关键期背景下
举行的会议，青岛峰会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必将汇
聚全球目光。

厚植团结互信的土壤，筑牢共同发展的基础，拓展携
手发展的空间……成立17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为
维护地区繁荣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命运与共，联合自强，协力打造命运和利益共同体
这是一个人口占世界近一半、面积超过欧亚大陆

60%、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球20%以上的综合性区域组
织。

这是一个各成员国深度合作、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
地区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指引下，上合组织在风云变幻中稳健成
长，团结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拓宽，朋友圈
日益扩大，日益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5月 26日清晨，山东青岛胶州的中铁集装箱青岛中
心站。伴随着响亮的笛声，满载电子产品、茶叶等货物
的“青岛号”中亚班列从这里出发，10多天后，它将抵达
目的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自2015年以来，“青岛号”中亚班列已累计开行3000
多列，一批批“中国制造”经阿拉木图，进入中亚五国。这
条海铁联运物流大通道，是上合国家拓展务实合作，打造
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朋友圈的生动缩影。

“回首发展历程，‘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发
了强烈合作意愿，已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打造命运共同
体、共建和谐家园的精神纽带。”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
姚培生说。

去年12月5日，中国厦门，一场上合组织网络反恐联
合演习在这里上演——

某国际恐怖组织成员逃窜到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社
交网络散布信息，招募成员实施暴恐活动。获悉情报，上
合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立即展开联合行动，及时捕获互联
网上的煽动信息，调查、研判，查明恐怖组织成员身份、活
动地点，并成功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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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少林 苏永生
李玉琢 张文强

初夏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满目葱
茏，焕发着勃勃生机。

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一场
精准脱贫攻坚战已经紧锣密鼓打响。

截至2018年初，呼伦贝尔市有贫
困嘎查村 106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1056人，贫困发生率2.4%。

确保脱贫1.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0.77%；确保扎兰屯市、阿荣旗、鄂
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左旗4个区贫
旗市摘帽。

这是呼伦贝尔市今年脱贫攻坚的
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呼伦贝尔市
紧紧抓住提高脱贫质量、攻坚深度贫困
这两个重点，聚力推进产业扶贫攻坚、
住房安全攻坚、健康扶贫攻坚，强化责
任落实、资金投入、精准意识、社会合
力、监督管理、内生动力、教育培训、考
核督导 8项工作，正向着贫困旗市摘
帽、贫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的目标冲
刺。

抓好发展产业这个根本之策，精准
有效地把贫困群众紧紧嵌入到产业链
中，增强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

“要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
细的工作，瞄准贫困人口集中的乡（苏
木）村（嘎查），重点解决好产业发展、务
工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保障
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为我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
方向。

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要
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发展一批贫困人口
参与度高、脱贫增收带动力强的特色产
业项目和基地，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和造
血功能。

走进呼伦贝尔市金棘草布里亚特
食品厂，记者看到，身穿白色工作服的
工人们正在车间里制作布里亚特包子、
蓝莓派等食品。

食品厂党支部书记朝勒门介绍说：
“今年是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
我们准备借助这个契机，在首府举办美
食节，把厂里生产的布里亚特包子和特
色糕点推介出去。”

朝勒门是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
西苏木博尔翰嘎查嘎查达。2017年，
为帮助西苏木4个嘎查的87户贫困户
脱贫，鄂温克族自治旗把240万元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采用托管的方式注入到
食品厂，帮助食品厂发展生产，食品厂
从2017年到 2021年连续5年为 87户
贫困户分红。

“前两年，我们给 87 户贫困户每

户 分 红 3300 元 ，后 3 年 每 户 分 红
6000 元。5年后，我们将拿出净利润
的 5%设立扶贫和教育基金。”朝勒门
说。

鄂温克族自治旗委副书记李志东
说：“西苏木是布里亚特蒙古族聚居地，
一家一户分散养殖牛羊的方式已经难
以承载产业发展。布里亚特蒙古族牧
民家家都会制作民族食品，通过建立食
品厂，把民族食品规模化、产业化、标准
化，不仅做大了产业，也弘扬了民族文
化。现在，食品厂制作的布里亚特包子
已经走进北京的内蒙古大厦和呼和浩
特的内蒙古饭店。”

“食品厂还联合以养牛为主的辉腾
合作社，由该合作社提供优质肉源，解
决了当地群众的肉牛销售和就业问
题。”李志东说。

鄂温克族自治旗在推出的67项精
准扶贫措施中，产业扶贫措施就占到了
18项。通过实施产业扶贫，实现了每个
贫困嘎查都有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每
个贫困户都有增收项目，为贫困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于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
大兴村的龙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辐射
带动362户贫困户。

公司总经理庞龙说：“农民种植水
果玉米，我们的回收价玉米鲜棒每斤
0.4 元，玉米秸秆每斤 0.1 元，按亩产
3000 斤鲜棒、3000 到 4000 斤秸秆计
算，每亩地农户可以收入 1500 元左
右。我们还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
贫困户的土地，贫困户流转土地后，可
以在公司打工挣工资。”

发展产业不仅要有龙头企业带动，
而且离不开贫困户的自强不息。

走进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回民村，64
岁的张秀荣大妈正在自家院子里种植
黑木耳的大棚内忙碌。今年她家两个
大棚共种植了1.5万棒黑木耳，按每棒
每年产一两干木耳计算，今年纯收入可
达3万多元。

现在，张大妈的黑木耳农业种植社
带动着6户贫困户。张大妈除了教给
他们种植技术外，还帮助他们通过电商
销售木耳。63岁的刘国患气管炎、肺心
病，老伴曾经脑出血，家庭生活困难。
张大妈吸收刘国加入种植社，帮助他种
植了 8000棒黑木耳。

“有党的好政策，只要好好干，贫困
户肯定能脱贫。自己能造血就不要等
着输血，能站起来就别躺在地上不起
来。”张大妈说。

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培育专业合作
社，帮助贫困户养猪养鸡养大鹅、种植
食用菌、中草药，呼伦贝尔市从资金支
持到技术培训，采用一项项扎实有效的
扶贫措施，带动着贫困户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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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不松劲 克难战犹酣
——呼伦贝尔市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李玉琢
李新军

6月 4日中午，记者在内蒙古大
兴安岭阿龙山林业局防火办院里看
到，一辆辆满载着蔬菜、副食、水等物
资的车辆启程奔赴阿北林场，再由
M-26飞机送入扑火一线，为那里的
战士送去给养。

6月 1日，汗马国家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发生森林火灾，近邻——阿龙
山林业局首先火速驰援。6月 3日，
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安排阿龙山林业
局负责火场3000余名参战扑火指战
员的给养供应任务，接到命令后，阿
龙山林业局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成
员组织各科室部委负责同志召开给
养供应紧急工作会议，成立以林业局
党政领导为给养供给小组组长，其他
相关科室参与的20多人的汗马给养
供给小组，负责给养的采购、分装和
运输工作。制定了既要保证给养数
量又要保证给养质量、各类齐全，满
足扑火队员身体需要的工作标准。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内
蒙古大兴安岭山脉西坡北部，周围绵
延数百公里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是

大型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寒温带明亮
针叶林及栖息于保护区中的野生动
植物，这里属无人区，火场更是无路
通行，只能靠履带车运输给养。

为了让一线官兵吃上可口的饭
菜，后勤保障官兵在时刻面临火情威
胁的密林深处辟出了一条生命补给
线。

记者从汗马扑火前线撤回休整
的阿龙山林业局纪委书记刘东旭口
中了解到，阿龙山林业局到火场前指
要走50多公里的砂石公路。负责给
养运送的工作人员，每天深夜对给养
进行分装、分类、核对数量，凌晨启程
将给养送往一线。阿北林场离火线
还有15公里，偃松、塔头相当茂密，
就连履带运兵车都行驶困难。

“路这么难行，为何不用直升机
空投呢？”

“直升机空投也只能空投到火场
前指，前线火情危险，人员又非常分散，
要解决给养只能靠履带车和人力运输
解决。”

连续多日的高温无雨，干燥的空
气似乎随时都能燃烧起来。补给路上
尘土飞扬，战士们把给养物资从履带车
上卸下来，肩扛手抬向火场行进，离火

线越来越近，路也愈加难走。随处可见
被大火烧得黑黢黢的白桦树。负责往
前线运送给养的工作人员刘利山告诉
记者：“那是大火留下的‘遗迹’，你们看，
这棵脸盆粗被拦腰折断的松树，折断处
已烧成了黑炭，周围两丈方圆全是烧焦
的小树……那是典型的雷击木。”

供给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春生向
记者介绍说，由于阿龙山镇区常住人
口有限，商铺平时储备的时令蔬菜、
肉类、罐头等主副食品数量有限，无
法满足火场给养供应，阿龙山林业局
距离最近的根河市有140公里，为了
保证扑火一线指战员及时吃上放心、
丰富的主副食品，林业局迅速与根河
市、海拉尔市的商家店铺取得联系，
采购相应的食品。火场的主食以馒
头和饼类为主，6月份阿龙山地区持
续高温，如果从外地购买，运输时间
长、易变质。因此，阿龙山林业局组
织防火办、林业局机关、林业宾馆等
单位女同志全部参与蒸馒头、烙饼等
工作，保证一线队员吃上放心主食。

“到了！到了！”随着前方战士的
喊叫声，几座用树枝搭成的简易窝棚
映入眼帘，3日来坚守在密林深处和
跋涉在艰难路途上的战友们热情相
拥。

通向火场的补给线上

6月4日中午，给养队正在顶着烈日为火场战士装给养。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

本报呼伦贝尔6月4
日电 （记者 刘玉荣
李玉琢 李新军）记者6
月4日从内蒙古大兴安岭

“6·2”雷击火前线指挥部
获悉，北部原始林区阿巴
河火场抓住6月3日夜间
气温降低的有利时机，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已于当
晚 11 时实现全线合围。
该火场投入兵力1950人
（其中林业扑火队员1250
人，森警700人）。目前，
火场得到有效控制，正在
组织人员向火场纵深清
理。

此外，汗马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火场受风向变化
影响，火场由北向南、由西
南向东北呈“V”型分布，过
火区域呈鸡爪状，形成“花
脸”火场。内蒙古大兴安
岭“6·2”雷击火前线指挥
部研究制定了“守西、封
北、打东”的扑火方案，充
分发挥现有火场1340人
作用，抓住3日晚间气温降
低有利条件，全部在东线
分段扑打火头，控制外
围。截至4日早6时，东线
扑打向前推进8公里。

同时，前线指挥部已
在 阿 龙 山 林 业 局 集 结
1200人（其中林业扑火队
670人，森警530人）、在根
河航站集结森警100人。
4日晨5时，根河航站两架
飞机载30人已起飞到汗
马火场给M-26飞机打新
的机降点，便于就近投入
兵力。为确保后续兵力，
协调森警部队跨区域驰援
1000人，呼伦贝尔市500
人，7个林业局紧急抽调
560人，届时火场总兵力将
达到4700人。

进入防火紧要期以
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持续干旱少雨、高温低
湿，多地最高气温达35℃
以上，超过历史同期极
值。特别是干雷暴频发，
雷击火进入集中爆发期，
防火形势十分严峻。汗
马、阿巴河火场均处于北
部原始林区，地形复杂，
偏远无路，且地处高山陡
角，地表植被茂密，多为
易燃的针阔混交林，给运
兵扑火作战带来了诸多
阻力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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