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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先进模范是标杆、是引领。2020年，内蒙古4名个人、1个组织获得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他们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像一盏盏明灯时刻闪耀着夺目的光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们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状态，像一团团火迸发出激情的炽焰,奋发向上，不懈进取；他们信念坚定永不动摇，像一面面旗帜永远保持鲜艳的本色，带领群众奋力前进。他们如一
面面旗帜、一盏盏明灯，汇聚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必须打赢打好的战斗，我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关于“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的要求，坚持把典型示范作为重要途
径，用榜样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将榜样的力量融入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之中，汇聚起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力量，推动全区脱贫攻坚圆满收官。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小小笤帚苗实
现了产业转型升级。马树友立足当地
笤帚苗产业发展现状，创新组织方式，
破解发展难题，带领群众找到了一条发
展笤帚苗产业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新
路子。

在巴林左旗，笤帚苗种植可追溯到
1000 多年前，有着悠久的种植传统。
作为国家级贫困旗县、自治区深度贫困
地区，巴林左旗把笤帚苗这项传统产业
确定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然而，在
笤帚苗种植面积较小、笤帚绑扎技艺简
单、笤帚制品销售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制
约下，笤帚苗产业无法形成规模。

如何搬走挡在发展路上的一块块
“拦路石”，马树友深入调研，跑遍全旗
每一片种植基地、每一个加工企业、每
一户加工户。他研究市场规律，从创新
良种推广方式入手，解决了笤帚苗原苗
产量低的问题；他认真分析市场供给，
创新产品研发方式，实现了笤帚苗就地
加工转化增值；他面对笤帚销售难、市
场竞争力差的问题，创新市场销售方

式，实现了全产业链年产值10亿元。
绑扎笤帚技艺在巴林左旗已经传

承了100多年。但是，传统的一家一户
的绑扎导致产品种类单一，适应不了市
场的需求。针对这个现实，该旗提出创
新产品研发方式，采取“高等院校＋专
业团队＋强化培训”的方式，推进产品
研发和绑扎技术普及。目前，巴林左旗
的笤帚产品已经有精品笤帚、葫芦、杯
刷、保健捶、动物生肖等9类产品，还组
建了160人的专业绑扎团队，实现了由
普通笤帚到精品笤帚再到艺术笤帚的
转变。

目前，该旗建设规模以上笤帚苗加
工厂85家，笤帚种植面积稳定在35万
亩，年产笤帚苗7000万斤。笤帚苗仓
储能力提升到5200万斤，笤帚制品生
产加工能力达到 8000 万把件。全旗
80000农牧民吸附到笤帚苗产业链上，
占全旗农牧民总数的 1/5 以上，带动
4459户、9363名贫困人口实现年人均
增收4800元以上。笤帚制品已销往全
国各地，还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

走进边墙村，一幅新农村的美丽画
卷跃然眼前。纵横交错的水泥路，红瓦
白墙的农舍掩映绿树中，膘肥体壮的牛
儿“哞哞”地叫着，组成一首和谐悦耳的
乡村牧歌。

几年前，太仆寺旗是国家级贫困旗
县，边墙村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当
时，只要有些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往外转
移，只有王文成选择回来。从贫困村到
产业村，再到度假村，“三村”的演变正
是王文成的治村思路。

他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是聚
焦土地分配所有权矛盾突出问题，完
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王文成在村民
大会上率先表态：“老父亲去世了，两
个孩子考上了公务员，这3份地都拿出
来。”乡亲们知道王文成没私心，谁都
没多说一句，土地调整这事儿，大伙儿
心服口服。

接着，发展村集体经济。他带领村
民填废坑建大棚，动员大伙儿迅速完成
光伏项目用地征地，推动了光伏发电项

目落地。随着王文成牵头成立太仆寺
旗昌祺红养殖专业合作社，边墙村涌现
出一些养殖大户，发展牛羊养殖，最初
吸纳入社村民114户340人，年人均增
收4000多元。同时打造集生态观光、
农俗体验、特色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农俗
游示范村，有效增加了村民收入。

王文成被称为“能人”，除了能干会
干，还因为他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新
班子成员自上任之日起，积极开阔视
野、主动转变观念，以“富民强村”为目
标，因地制宜选产业，跑资金、跑项目，
围绕发展葵花产业、马铃薯种植产业、
中草药产业、光伏产业以及农家旅游产
业等，走出了一条符合边墙村实际的脱
贫道路。

如今的边墙村景美、人富，老百姓
真正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2019年，
全村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均已得
到解决，人均收入达到 1.7 万元，实现
了 271 户 691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
至0.08%。

善解难事的当家人发展产业的排头兵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内蒙古薯都
凯达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安是
位民营企业家，也是精准扶贫的践行
者。2015 年 5月,他参加了援蒙挂职
干部团队组织的“京蒙合作项目对接
会”，了解到素有“中国薯都”称号的
乌兰察布，一年可以产土豆 400 多万
吨。但马铃薯发展还处于低端产业
化水平，迫切需要通过现代化的深加
工技术来提升其附加值，带动当地农
民脱贫致富,而这正是凯达的技术优
势所在。

2016 年起，刘长安把北京的技
术优势带到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在察右前旗总投资 32 亿元，建设占
地 1400 亩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
心区，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当地马铃薯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

地处北纬 42度，马铃薯黄金种植

带，全国 20%的马铃薯从乌兰察布市
产出，在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引领下，这些地里种的“土蛋
蛋”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蛋蛋”，小
土豆闯出了大市场。

公司成立4年来，在发展马铃薯产
业的同时，还打出了扶贫组合拳，“公
司+合作社+农户”、开展订单农业经营
模式、建设扶贫车间、注重就业帮扶，
多种方式帮助当地产业脱贫。如今，
马铃薯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效结
合，探索出万企帮万村、爱心帮扶、订
单帮扶、产业帮扶等多种形式的农企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当地4343名贫困
人口。

经测算，2021年底项目全面建成
后，年产值可达50亿元，年利税达5亿
元，年加工马铃薯67万吨、冷凉蔬菜8
万吨、大豆6万吨，可带动50万亩种植
基地及3万户农民参与种植，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5000人脱贫持续致富。

在苏尼特右旗，锡林郭勒盟羊羊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减贫带贫的一只“领
头羊”。

当地草原羊肉闻名全国，但受质量
保真、品牌推广、销售渠道等因素的影
响，多年来仍未实现优质优价销售。牛
羊屠宰加工企业上游联结牧民，下游对
接市场，是连接牧民和市场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然而传统小屠宰厂经营粗放、
龙头带动能力较弱，制约了草原畜牧业
发展，很难稳定提高牧民手里握着的草
原羊肉这个“宝贝疙瘩”的价格，制约着
牧户科学发展和稳定增收。

周勇带领公司坚守“富牧强企”核
心价值观，倡导少养精养、绿色发展的
理念，通过发展订单式畜牧业、提高市
场收购价格、帮助贫困户办理贴息担保
贷款、资产收益分红、销售扶贫等多项
措施，推动牧企利益联结机制建设与产
业精准扶贫工作，积极探索产业扶贫的
新模式、新措施、新方法，促进牧民增收

与企业健康成长。
周勇带领公司团队，发挥企业自身

的市场、技术、资金等优势资源，采取
“龙头加基地、基地带牧户”帮扶模式，
通过“订单收购、贷款帮扶、抗旱救灾、
资产收益”等多种举措，帮助牧民解决
生产销售问题，与2100多户签订订单，
年屠宰加工苏尼特羊50余万只，生产
出30多种、1.07万吨牛羊肉产品。

2016年以来，不断强化与牧民的利
益联结机制，累计投入1840余万元用于
牧户价格补贴、贷款贴息、购买饲料、兑
现分红、返还销售资金等。主动让利于
民，带动牧户稳定增收，735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得到帮扶，扶贫成效显著。公司
先后被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定为

“优秀扶贫龙头企业和万企帮万村优秀
企业”，并连续两年被评为锡林郭勒盟

“十佳‘村企合作’精准扶贫企业”，公司
实施的扶贫模式被中国畜牧业协会评为

“中国羊产业企业扶贫先进模式”。

带领牧民致富的“领头羊”

兴安盟突泉县
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组织创新奖

溯源追踪盘清资产底数
收益用活提高脱贫质量

戮力同心，敢闯敢试。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兴安
盟突泉县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探索建立
了“2355”扶贫资产规范化管理制度体系，合理规范
扶贫资产收益，强化扶贫资产风险防控，确保扶贫资
产实现稳定增值，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不竭源泉。
2014 年以来，突泉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3.2251 亿
元，形成各类扶贫资产12.324亿元。

“双向追踪”。横向以资金性质为依据，纵向以资
金走向为主线，建立全县扶贫资产动态管理台账，解
决了扶贫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三级定
责”。县级统管、乡镇辖管、村级直管，实现资产管理
全方位无死角，解决了扶贫资产谁来管的问题。“五权
明置”。确定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处置
权。发放资产确权书，所有经营性扶贫资产建成后全
部到村到户，确定扶贫资产收益归资产所有权者所
有，对扶贫资产形成的各环节进行全程监督，约定资
产所有者不得私自处置扶贫资产，解决了扶贫资产

“怎么管”的问题。“五化运营”。运营管理专业化、资
产投向多元化、经营决策流程化、风险防控系统化、收
益分配长效化。注册成立扶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助力农牧业产业化作为扶贫资产运营主攻方向，精防
控准风险，收益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使用精准，
解决了扶贫资产“怎么用”的问题。

建立好制度好机制，让脱贫的成色更足。通过扶
贫资产管理实践，突泉县到户产业从无到有，为贫困
户产业发展增收奠基蓄力，主导产业从弱到强、提质
增效，打造了突泉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实现了扶贫
资产底数清晰、运营风险可控、收益有效提升，为巩固
脱贫成果防致贫返贫提供了资金支撑和制度保障。
截至 2019 年底，突泉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
11554户22844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12%，群众综
合认可度均高于90%以上。

马树友：赤峰市
巴林左旗委常委、宣
传部长，旗笤帚苗产
业 发 展 专 项 推 进 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荣获 2020 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创新奖。

马树友（右）在考察笤帚苗种植情况。

王文成：锡林郭
勒 盟 太 仆 寺 旗 宝 昌
镇 边 墙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村委会主任，荣
获 2020 年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

王文成介绍边墙村党建展示墙。

周勇：锡林郭勒盟
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荣获 2020 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周勇（右一）深入苏尼特右旗桑宝拉
格苏木走访贫困户。

刘长安（中）在乌兰察布市国家级马
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施工现场督导工
程进度。

刘长安：北京凯
达 恒 业 农 业 技 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兼总经理、内蒙古薯
都 凯 达 食 品 有 限 公
司董事长，荣获 2020
年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奖
奉献奖。

京蒙扶贫协作的先行者

突泉县扶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署工作。

突泉县委书记屈振年、县长耿天良、政协主席关立
春共同到六户镇阳光小镇调研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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