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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白丹）
日前，自治区纪委印发《关于充分发挥
纪检监察职能进一步净化民营企业发
展 生 态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旨在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
能作用，助力全区民营企业在优质的法
治氛围、优良的营商环境中发展壮大。

《意见》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护航意识。要找准找好切入点着力
点，将构建、营造、维护良好民营企业发
展生态作为分内之事、应尽职责，以高
质量纪检监察工作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生态不断净化、持续向好；要压实主体
责任，突出政治监督，紧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口
袋”政策、“抽屉”政策问题，“事难办”问
题和“设门槛”问题等五类问题，深化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督促有关部门
严格规范招标、投标、评标、中介等相关
方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厉查处“明标
暗定”、以补充合同形式回避招投标、变
相设置门槛阻碍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
购等行为，持续优化项目投资环境、市
场准入环境和人才引进环境；坚持警示
教育与正面宣传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
和民营企业经营者准确把握“亲”“清”
原则，真诚交往，以“清”明底线，以“亲”
求作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意见》明确，突出正风肃纪，保障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要依规依纪依法
严厉查处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违规
干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违规插手干预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和企
业股权转让、资本运作、经济纠纷等行
为；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
利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招商引资、证
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工商
管理、税收征管、金融贷款以及国家财
政补贴等职务之便，吃拿卡要报甚至索
贿受贿行为；严肃办理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等造成民营企业生产停
顿、经营中断、财产重大损失的渎职行
为；严肃整治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
侵犯民营企业利益，利用名贵特产类特
殊资源谋取私利的问题。

《意见》要求，准确把握政策，坚持
法治思维。要与党委、政府支持民营企
业的政策举措同频共振，充分运用宽严
相济政策，掌握好执法的力度与温度，
避免出现“查办一起案件，垮掉一个企
业，失业一批员工”的现象；要严格落
实责任，进一步畅通诉求渠道，认真听
取有关部门、民营企业、行业协会（商
会）、“两代表一委员”、社会人士对政
务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反映诉求和
意见建议，形成问题清单，督促相关地
区抓好整改，努力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服务。

自治区纪委出台八条措施
推动净化民营企业发展生态

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苏永
生）1 月 16 日至 17 日，自治区总工会十
届九次全委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
主席吴团英出席会议并代表自治区总
工会十届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19 年，全区各级工会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始终把党中央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的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劳
动和技能竞赛深入持久开展，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蔚然成风；构建职工
权益维护体系、服务职工工作体系、和
谐劳动关系体系；深化工会改革创新，
加强工会系统自身建设，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总 工 会 关 于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决议》
和《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召开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工 会 第 十 一 次 代 表 大 会
的决定》。

自治区总工会十届九次全委会议召开
吴团英出席并作工作报告

在已经脱贫致富的张觅成家，武汉鼎（右二）和大家唠家常。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上接第 1 版 因品种好，上市早，这
一年，暖水湾的马铃薯全部作为种薯卖
出了高价，不仅当年解决了全村人的温
饱问题，而且家家户户都有了余钱。第
三年，武汉鼎趁热打铁，推广“三三制”
种植法：留出三分之一好地，用“丰产
沟”技术种植覆膜玉米；其余三分之一
种植经济作物；最后三分之一赖地，全
部种植优质牧草。种植结构的调整优
化，为养殖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草
料，从此，暖水湾进入粮多、草多、羊多、
肥多、钱多的良性循环。

扶上马，送一程，考虑到暖水湾的长
远发展，武汉鼎又帮助这个村建立健全
了基层党组织，培养了一批能带动村民
致富的领头雁和牲畜防疫员，同时，主动
争取脱贫政策优惠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陆续打通了水电路，联通了大市场。
至此，武汉鼎带领村民共同谱写的这部
脱贫致富交响乐奏响了高潮⋯⋯

如今，家用电器和私家车已经成了
暖水湾人的标配，不少村民还在城里买
了楼房。

科技扶贫：文明的火种照亮黄土地
“广种薄收、吃啥种啥，今年娶媳妇

要吃糕，就种黍子，用这种老办法种地
永远脱不了贫！”这是老牛坡的一间民
窑，炕上地下挤了三四十个村民，正在
聚精会神听武汉鼎讲解什么叫市场比
较效益。他告诉大家：种地一定要把握

“三不”原则：“非良种不种，亩产上不了
千斤的不种，进不了市场的不种”。

为了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和
劳动技能，把产业扶贫顺利推进。武汉
鼎走到哪里，就把良种撒到哪里，把文
明的火种带到哪里。几十年来，他先后
在贫困村开办了 39 所农民夜校，推广
了 25 项农牧业适用技术和 35 个优良品
种，通过科技扶贫与产业扶贫的深度融
合，不断把一个个贫困山村带上脱贫致
富之路。

2016 年以前，明长城脚下的座峰
村一直在广种薄收、粮食亩产 200 来斤
的老路上徘徊，三分之一的村民尚未脱
贫。武汉鼎转战至此，发现这个村有不
少下湿地，种植覆膜玉米发展养殖业，
不失为一条脱贫致富的好路。但村民
们说，以前也种过玉米，但此地高寒，根
本成熟不了。武汉鼎从县里请来农业
专家，给村民们讲解科技种田、精种高
产的原理，告诉大家，采用覆膜技术种

植良种玉米“德美亚一号”，完全可以解
决无霜期短的问题。但不少村民对“种
地还要铺塑料布”十分狐疑，又听说这
个“德美亚一号”，一斤种子就要 70 块
钱，纷纷表示难以承受。

这年春播前，武汉鼎大病初愈，立
即取出两万元养老金，购买了 450 斤

“德美亚一号”玉米良种和 55 捆地膜送
到了座峰村，全部无偿发放给 76 个农
户。随后，又与农业专家一起，手把手
教村民点种覆膜。

玉米出苗后，武汉鼎发现因村民操
作不当，有八九十亩地的苗子没能顶出
土来，连忙带人把已经发黄的芽苗一株
一株扒了出来。“80 多岁的老人，大病
初愈，连着六七天蹲跪在地里，满头汗，
浑身土，真让人心疼。”县老干局包扶干
部王建英说，“我劝他歇一歇，想给他戴
个帽子，老人头也不抬，摆摆手继续扒
苗⋯⋯”。

在武汉鼎的全程技术指导下，当年
10 月，座峰村玉米获得大丰收，仅出售
玉米一项收入，就让这个村整体脱贫。

2018 年 12 月下旬，当我们来到座
峰村时，只见家家户户院子里，窗台上，
小四轮车斗里，到处堆垛着金灿灿的玉
米。村干部说，这几年，座峰村的玉米
一颗不卖，全部就地转化发展了养殖
业。村民王松涛今年养了 100 只羊，卖
了 50 只羔子就挣了 5 万块钱。他说，来
年准备继续采用育肥羊技术，把养殖规
模扩大到 200 只以上。

教育扶贫：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
命运

清水河是一方贫瘠的黄土，比黄土
更贫瘠的，是封闭在大山沟壑皱褶里的
人群。写信求人，看病求神，封建迷信，
买卖婚姻——彩礼还必须是民国时的
银元，这些事情，在二十年前的清水河
还比比皆是⋯⋯

越穷越愚昧，越不舍得在教育上投
资，村里人普遍不愿供儿女上学，供女
娃娃念书的人家更少。

为阻断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通过
教育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武汉鼎一手抓
科技培训，一手抓教育，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起，紧紧抓住大学生暑期“科

技三下乡”的活动契机，连续七八年，把
600 多名大学生分批送进窑洞，并专门
把女大学生安排在那些不愿供女娃娃
念书的人家，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命运！”哥哥姐
姐们的激励，唤醒了孩子们心底的渴望
和梦想。过去从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的
贫困村，陆续有 225 个孩子考上大中专
院校，仅暖水湾和大阳坪两个村子，就
考上七八十个大学生和研究生。

当年，老牛坡那个小学毕业后一度
辍学的女孩陈美华，如今已是留日归来
的白领。美华忘不了，是武爷爷的资助
和开导打动了父母，自己才得以重返校
园。从天津回乡探亲时，她抱着武爷爷
的双手泣不成声⋯⋯

忘我奉献：这辈子就为贫困农民活着
60 年来，武汉鼎倾其所有，把自己

工资收入的大半，都用来接济了贫困农
民，仅退休后的 25 年里，他陆续捐出的
养老金就高达 40 万元。

在盆底青、大阳坪，老牛坡，座峰
村⋯⋯当我们在采访中试图了解，武汉
鼎到底接济过贫困群众，为他们做过多

少好事时，乡亲们感慨道：“那真是三天
三夜也说不完”。

有人说，做豆腐买不起大锅，武汉
鼎把 30 块钱送给了自己，那是他大半
个月的工资；有人说，当年抓不起猪崽，
武汉鼎跑了大半个清水河，又步行十几
里，给他抱来了猪崽；还有人说，为抢救
她突发脑梗的婆婆，武大爷一次花掉自
己大半年工资，翻山越岭连夜送药，几
乎冻成了雪人⋯⋯

清水河南部山区水贵如油，为背一
桶水，村民们爬坡下沟几里地甚至十几
里地是家常便饭，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老
年人，脊背上都有一个高高凸起的疮
疤，那就是常年背水留下的烙印。

为给祖祖辈辈靠旱井生存的大阳坪
村打一口水井，武汉鼎三番五次跑到首
府，向水文地质陈述村民吃水的艰难，终
于拿到全套原始资料，并在自治区脱贫
工作队帮扶下，利用村口一个水文地质
测量坑，打成了一口20丈的水井。

在武汉鼎的帮扶下，暖水湾、大阳
坪、老牛坡等贫困村的人畜饮水问题早
已陆续都得到解决。当自来水通到窑

洞时，男女老少欢呼雀跃，老人们更是
激动得泪流满面⋯⋯

在成千上万贫困农民心里，武汉鼎
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他们最贴
心的亲人。但很多年里，在儿女心里，
他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长子武斌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父
亲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动不动一两个
月不见人影？爷爷病危时，父亲正在山
东引进种驴，等他挂着一身驴粪渣子赶
到家时，爷爷已经去世半个月了⋯⋯

在孩子们记忆里，父亲很少把工资花
到家里，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病弱的母
亲耕种一些薄田勉力维持。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父亲给外人花钱一出手就是几十
块，上百块，却舍不得给家里买个小炕桌，
换下那张补丁摞补丁的烂席子⋯⋯

有一年春播前，听说摇铃沟村的莜
麦籽种发了霉，父亲背起自家 300 斤好
莜麦就要去兑换。母亲趴在莜麦口袋
上哭着说：“这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你
拿走我们吃啥？”父亲开导她，“如果不
给他们兑换，今年就没法种地，明年全
村 40 多户人家就断粮了！”母亲拽着粮
袋的手松开了。兑换回的 300 斤霉变
莜麦，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年。

有一年入冬前，沟掌村农民高德元
赶着毛驴来到兽医站，怀里抱着个笸
箩，里面卧着个骡驹子。原来母驴得了
产后热，骡驹子因缺奶奄奄一息。武汉
鼎一边给母驴看病，一边让老伴儿和儿
媳妇商议，匀出些奶水，兑上米汤喂喂
骡驹子。当他看到高德元老汉冻得哆
哆嗦嗦，两只赤脚上全是裂子，立刻到
供销社花 5.4 元给老人买了一双军用球
鞋。老人含泪离开后，儿子武斌看着自
己脚上那双打满补丁的家做鞋，心里一
时失去了平衡。“从小到大，父亲从没给
我们兄妹买过一双鞋，那双黄球鞋是我
眼热多年，却买不起的奢侈品⋯⋯”见
儿子不高兴，武汉鼎耐心开导：“你们的
鞋再烂，总还是有穿的，可他连烂鞋也
没一双，他比你们更需要。”

父亲说得在理，但年轻的武斌却听
不进去。直到几年后，他才理解了父
亲。“有一天回家时，我看见前院兽医站
地上堆满大人小孩的新衣服和糖果鞭

炮。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暖水湾村民寄
放在这儿的年货。”武斌吃了一惊，“这
个村穷得饭都吃不饱，哪来这么多钱？”
父亲有些得意地说：“今年不穷了，我教
他们用丰产沟技术种山药蛋，家家户户
都挣上钱了！”

几十年来，每年除夕前，武汉鼎总
是忙忙赶到贫困村里过年。当孩子们
希望和他一起过个团圆年时，武汉鼎歉
然 地 说 ：“ 这 辈 子 我 离 不 开 这 些 老 百
姓。在家里和你们待在一起，我心里不
踏实。总惦记着快开春了，外面打工的
人也回来了，正好坐在一起商议商议，
来年种点啥，养点啥，也能趁农闲搞搞
科技培训⋯⋯”

孩子们心里明白，父亲并非不爱家
人，只是他的心，他的情感，他的生命，早
就像血和肉一样，与那些贫困农民长在
了一起。这辈子，他就是为他们活着。

孩子们心里清楚，父亲嘴上不说，
但心底对家人深藏着一份愧疚。2016
年清明前，武汉鼎带儿女回乡扫墓时，
在妻子坟前长跪不起，老泪横流：“你跟
上我受了一辈子罪，为我做了一辈子牺
牲，没过一天好光景⋯⋯”

扫墓回来没几天，老人突然晕倒在
地，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住进重症监护
室。父亲身上插满的管线，两条小腿上
紫青色的累累疤痕，令儿女们心疼落
泪。他们知道，这些陈年老伤是父亲常
年翻山越岭，从雪坡上一次次滚下去摔
的 ，是 攀 爬 崎 岖 山 路 时 ，跌 跌 撞 撞 碰
的。“老爸呀，你为家乡人操劳了一辈
子，也该歇歇了⋯⋯”

但他们没想到，刚从死神手里抢回
一条命，父亲就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强
行出了院。直到老干局打来电话，他们
才知道，父亲租了一辆面包车，又给座
峰村送良种和地膜去了，他急着出院，
是怕误了农时。

最近两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武汉鼎
仍然不愿在家颐养天年，又把帮扶重点
放在了转移进城的 3 千多贫困农民身
上，他在社区建立了工作室，协助社区
干部寻找就业门路，解决邻里纠纷，引
导贫困移民做一个文明的城市人。

但他心里仍放不下村里的乡亲，每
隔一阵子，总要背上良种、书报，下村里

“走亲戚”。
这不，老人又背上礼物去大阳坪

了⋯⋯

这辈子，为乡亲们拼出个好光景！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酸菜是北方人冬季餐桌上出镜率
很高的一道菜。如今在内蒙古万佳食
品有限公司的酱腌菜车间里，酸菜已由
传统手工腌制转向了工业化生产。近
日，记者来到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
公司车间，副总经理李红梅热情地介绍
道：“酸菜产品是发酵型的蔬菜制品，公
司生产的酸菜为自主研发，采用纯种发
酵、乳酸发酵。发酵成熟后直接包装，
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类、乳酸类。”

李红梅说，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
有限公司酱腌菜车间每天酸菜产量在
5 吨左右。眼下，包括酸菜等新型腌制
蔬菜在内，公司产品涉及有机味噌、有
机酱油、无添加高端品质酱油、酱类、
食醋 5 大种类，共 120 多个品种。

今年是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
公司步入发展的第 25 个年头。25 年

来，企业跟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成
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味噌代加工
小作坊，成长为一个现代化深加工大
型企业。

万佳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赶上
了好时代。1993 年公司成立之初，工
厂占地不足 3 万平方米，设备简陋、厂
房陈旧、产品年生产量不足 300 吨。这
些年来，政府接连为市场松绑，为企业
添力，一系列含金量高、切实管用的好
政策不断释放着改革开放的红利。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海龙回忆说：“各级政府对于万
佳公司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在

资金协调、项目支撑等实际问题均给
予解决，使企业稳健成长，在发展中不
断提速。”

万 佳 产 品 在 国 内 外 拥 有 一 席 之
地，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还得益于兴
安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壤好、
水质好、空气好，这些绿色天然资源越
来越成为重要而稀缺的资源，万佳公
司的成长壮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于
海龙说，去年公司出口额达到 300 余万
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内销也增
加了 20%，达到了一个亿左右。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民营经

济敲下了“定音锤”，给民营企业家吃
下了“定心丸”，对此于海龙激动地表
示：“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
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价值和担当，中
央支持民营企业永远不会变，极大鼓
舞了民营企业。”

如今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
司的产品出口到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于今年
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企业
员工已接近 500 人，年缴税金上千万
元，创汇 300 多万美元，拉动农民种植
基地 10 万余亩，形成了完整的健康食
品产业链，产业扶贫模式有力地带动
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 今 后 ，我 们 要 树 立 更 长 远 的 目
标，打造品牌企业。有众多利好政策
支持，再加上自身的不断创新、自我加
压，相信企业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于海龙充满信心地说。

科沁万佳：从小作坊走向世界

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苏永
生）1 月 14 日、15 日，全国总工会慰问团
来到我区，对我区部分企业、劳动模范
和困难职工进行慰问，为他们送去了工
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在呼和浩特市，全国总工会慰问团
先后慰问了内蒙古泰利达乳业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
慰问了困难职工郭利生、全国劳动模范

辛刚刚、困难农民工董俊俊。
在包头市，全国总工会慰问团慰问

了中核北方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慰问了困难
农民工程小刚、全国劳动模范卢仁峰等。

慰问期间，全国总工会慰问团还分
别听取了自治区总工会、呼和浩特市总
工会、包头市总工会、内蒙古北方重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的工作汇报。

全国总工会慰问团在我区慰问

1月 17日，市民在阅立方书店内参观、选购图书。近日，呼和浩特市阅立方书店在抖音等社交媒体迅速蹿红，许多市民慕
名前来。当日，记者来到该书店，一进门便是一个巨大的 360度环形书墙，读者在这里都会拿出手机合影留念。据了解，该书
店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内部包括低幼类、少儿类、文学社科类等近百万册图书。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网红书店——阅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