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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加速度！二连浩特进出口
中欧班列突破 80000 标准箱！

第一书记郭彭飞:
挖“穷根”治“穷病”书写脱贫攻坚“时代答卷”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呼和浩特市东瓦窑等 4个
农贸市场试行标准化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张鑫

不管生活多艰难，坚定脱贫信心，

幸福终将来敲门!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

脱贫致富带头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大红奎村村民萨仁图娜拉 只用两年时

间就完成了“逆袭”。她说，没有白吃的

苦，也没有白受的累，好日子是奋斗出

来的。

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2016 年初，她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也是村里唯一的一户蒙古族家庭

的贫困户。看着她家住着穿风漏雨的老

房子，帮扶责任人、驻村工作队和镇村

领导干部，经过协调为她解决了 2.5 万

元的危房改造补贴款，重新翻修了房

子。在鼓励她战胜困难的同时，还帮助

她申请落实了 1.2 万元扶贫资金，同时

帮扶她 7只羊和 1头猪。这一年，萨仁

图娜拉种植了 50亩玉米，她用扶贫资

金购买了 20只羊羔，开始发展养殖业。

同年，父母亲又给了她 60 只绵羊，壮大

了她的养殖产业。儿子在政府帮助下，

每年给予 7000元的助学补助金，旗民

委还给丈夫 1万元的生活补贴。

在贫困户的眼中，她是很幸运的

了。但是她却很难受，甚至感到一丝羞

愧：“一家人有手有脚，咋就能贫困了?”

生性倔强心有不甘的她，决心要活出个

样来，早日摘掉“穷帽子”，抬头挺胸地

过日子。

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的她，有着草原

人的勇敢坚韧和乐观开朗。她不怕苦

累、起早贪黑，种地打草、喂猪喂羊，从

早到晚忙个不停，用辛勤和汗水改变着

命运。从贫困户到年收入 20 多万元，萨

仁图娜拉只用了 2年时间。

脱贫致富不忘报党恩
萨仁图娜拉说：“现在我脱贫致富

了，全靠党的好政策! 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扶贫干部们在物质上帮我、精神上

鼓励我，让我们这样一个贫困户摘掉

‘穷帽子’，过上现在的好日子。”

2018 年，萨仁图娜拉的羊群已发

展到近 300只，可羊肉的销售价格却不

是很理想。自己有厨师的手艺，自家有

地道的本地羊肉，夫妻二人合计着开个

农家饭店，实现羊肉的自销。在夫妻二

人的努力经营下，饭店每月的纯利润就

达到 1万元以上，萨仁图娜拉的家庭年

收入达到近 25万元。

脱贫致富后的萨仁图娜拉，渴望学

习，增强本领，回报社会。2019年 7月，

萨仁图娜拉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

积极参加各种技能培训，获得了“优秀

新型职业农牧民”证书。

现如今，萨仁图娜拉成为村里脱贫

致富的榜样，有房有车有商铺，羊发展

到 400 多只羊，今年的年收入可达到

30万元左右。

2020 年 2 月，作为一名党员，萨仁

图娜拉主动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在高速公路卡点值守。起初她也害

怕过，但是，当她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时，她甩开了胆怯勇敢逆行。她说：

“曾经我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今天我有

能力了，就要当可以保护大家的人。”她

不仅冲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还主动为

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1100元。

热心助人的萨仁图娜拉，得知邻村

蛇肯点素村彝族妇女贫困户阿苦尔尼

在丈夫去世后带着 3 个孩子生活不易，

主动帮助阿苦尔尼家。她每年为其正在

上初中的大女儿资助 2000 元学费，直

到大学毕业。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萨仁图娜

拉还主动融入镇里开展的“亲帮亲、邻

帮邻、户帮户”战脱贫活动。今年，她拿

出 5只基础母羊、30 只蛋鸡给贫困户，

帮扶他们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如今她家的“牧草种植 +肉羊养殖

+ 牧家乐”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成形，

300 亩牧草养的 400 只羊，全部提供给

饭店加工销售，去年，她家纯收入将近

30万元。最近，萨仁图娜拉还和村里的

网红希爱萍研究着做直播，销售自己的

绿色食品，带动乡亲们一块儿致富。

记者手记：
脱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方向。虎瘦雄

心在，人穷志不短。蒙古族妇女萨仁图娜拉

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故事，在鄂尔多斯达拉

特旗大红奎村周边广为流传。面对困难，萨

仁图娜拉勇敢迎战，通过党和政府的大力扶

持，实现了增收脱贫。这股自强不息、自力更

生的坚定信念，正是她摘掉“贫困帽”、走上

致富路的关键所在。幸福生活等不来，在脱

贫致富的道路上，只有实现了每一个贫困家

庭实实在在增收、扎扎实实脱贫，才能让每

一个贫困群众收获稳稳的幸福，才能让张

张笑脸更加灿烂、更加美好。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再也不用担

心代购的质量不放心、运送时间长、价

格不稳定、爱缺货等问题的同时就能在

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买到来自全球

各地物美价廉的好货!

近日，中国(呼和浩特)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业务开通仪式在内蒙古和林

格尔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隆重举行，综

试区采取“一核多区”的布局方式，大力

实施“126”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助

推呼和浩特乃至自治区打通连接世界

的“网上丝绸之路”，让世界在这里触手

可及。

记者了解到，中国(呼和浩特)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坚持“一点接入”，

线上公共服务平台与海关、税务、外管、

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和

互联互通，在实现政府管理部门之间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同

时，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物流快递、金

融等供应链服务;坚持“全覆盖”，业务

涵盖“9610”集货进出口和“1210”保税

备货进出口，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

信息服务;坚持“多场景”，线下园区涉

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呼和浩特综合

保税区、白塔机场口岸、邮政国际互换

局与快件监管中心，未来可拓展至包

头、巴彦淖尔和乌兰察布等地区，连点

成线到面，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坚

持“多通道”，除依托传统邮路、航路外，

充分发挥中欧班列低成本和 TIR 卡班

灵活性的优势，并积极布局海外仓，增

强跨境电商业务竞争力。坚持“创新发

展”，拟建设以“网购保税 +实体新零

售”模式为主的“线下万店”，更好地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据悉，中国(呼和浩特)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得到了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各厅局的大

力支持，自治区商务厅联合 23 家厅局

印发了《关于推动中国(呼和浩特)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若干政

策》;2019 年 10 月 12 日，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

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国(呼和浩特)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若干

政策》，计划 3年内补贴 2 亿元，对跨境

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线下跨境电

商园区、体验店、国内物流费、场地租赁

费、检测费和人才培训等给予双向多领

域支持。目前，河南保税集团、豌豆公

主、中外运、亚欧国际、陕西思路城等

30 多家跨境电商服务机构和企业落地

新区，跨境电商完整生态产业链逐步形

成。

此次仪式上，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

新区的自治区首家跨境电商新零售示

范店和进口商品展示大厅正式运营，有

来自日韩、法德、俄澳等十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千余种商品，呼和浩特市及全区

的消费者可足不出户、不出国门就可购

遍全球，极大地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将携手各线

下园区，进一步优化产业服务配套，完

善支持政策，强化平台建设，加强企业

引育和人才培养，不断营造有利于跨境

电商发展的生态环境，让跨境电子商务

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让千

年古丝路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 !

“过去，风吹沙起，一夜之间庄稼地就成了沙窝。”6 月 8

日，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呼和道卜嘎查护林员王全站在

沙丘上巡视着整片树林说道，“飞播造林之后，这些沙棘、柠

条长势很好，即使刮风，沙土也压不住周边的农田和房屋了，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好生态带给我们的好生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年来，科右中旗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高度重视防

沙治沙生态建设，努力构建良好的生态屏障，以生态“含绿

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从茫茫流动的沙地到金灿灿的柠条花开，科右中旗杜尔

基镇“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目区内的护林员佟玉山，每天骑

着摩托车见证点滴变化，“自从种上柠条以后，漫山遍野的沙

地都绿了，雨水也多了，不毛之地变成沃土良田。”佟玉山说。

在中宣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

目落户科右中旗两年来，柠条、沙棘栽植面积已达 4.85 万亩。

一系列造林护绿的“组合拳”，换来科右中旗的“绿色版

图”得以持续扩张。截至 2019 年，科右中旗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18.05%，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 63%，天然草原草群

平均高度高出同期 14.62 厘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绿水青山

正逐步成为科右中旗最美的名片。

走入科右中旗义和塔拉林场果树经济林基地，原本撂荒

多年的 1000多亩土地上，苹果、李子、沙果等 10 余种果树层

叠搭配、长势喜人。“今年果树进入盛果期，年内我们要建设

一处冷库，将果实采摘后放入冷库，进行反季节销售。下一步

计划打造生态采摘园，发展观光旅游，发挥林果业‘绿色’银

行的作用。”义和塔拉林场党总支书记董爱军说，今年将退耕

还林的 9470 亩项目田中，全部栽种生态林木。

既保生态，又富口袋，在造林植绿中，让贫困群众吃上

“生态饭”。眼下，科右中旗聘用 10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护

林员，夯实生态环境保护的群众基础。

从农民到公益管护员，从小生长在义和塔拉林场的宝

海，内心深处更多了一份责任感和自豪感，“这几年实施退耕

还林，林场逐步在恢复以前的面貌，我要保护好这片土地，让

林场一直美丽下去。”

在巴彦淖尔苏木欧李种植基地，3680 亩欧李碧波荡漾。

在欧李种植基地干活的哈斯高娃说：“以前真是一夜之间沙

堆齐梁，牛犊上房。现在可不一样了，成片的欧李具有防风固

沙的作用而且有经济效益。我在农闲时来种植基地干活，能

挣到 7000-9000 元，日子真是越来越好啦！”

近年来，内蒙古金格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巴彦淖尔苏

木通过“土地流转 +就地转移就业”和“基地 + 农牧民”的运

营模式，大力发展欧李产业，不但筑起了保护农田的“绿色屏

障”，更成为当地广大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一棵树造就一个产业，一片林致富一方百姓。近年来，好

腰苏木镇依托当地 30余万亩柠条资源，组建“科右中旗双林

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柠条、秸秆农林废弃物加工转

化为高密度、大比重的颗粒燃料或颗粒饲料，替代煤、油等燃

料和牲畜饲草，减少大气污染。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对柠条实现再利用，不仅解决了平

茬后柠条的处理问题，还能实现环境友好，同时也可带动贫

困户增收。2019年，公司生产颗粒 1500吨，销售了 1000吨，

每吨以 950 元的价钱出售，售往科右中旗、乌兰浩特市、扎赉

特旗，通辽以及周边地区。

2019 年，在义和塔拉林场，近 50 亩林地空间内，大球盖

菇喜获丰收，不仅为当地农牧民试验出一个增收致富好项

目，还探索了一条高效生态利用的绿色发展新路子，成为“生

态+产业”发展模式的有益尝试。 据《内蒙古日报》

萨仁图娜拉：勤劳奋斗让幸福来敲门！

足不出户购全球!中国（呼和浩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业务开通

科右中旗：以生态“含绿量”
提升发展“含金量”

本报讯（记者 张鑫）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全国各

地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推进，大宗货物运输需求回升，铁路货

运发运量持续增长。6月 10日，中铁呼和浩特局管内完成装

车 10555 车，创历史单日装车最高纪录，为服务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了解到，中铁呼和浩特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六稳”

“六保”部署要求，深入实施货运增量行动，推动“公转铁”运

输，该局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针对客户不同运输需求，按照

“一企一策”制定多种快捷运输方案，与内蒙古自治区内 67

家客户签订了运量协议，确保重点物资运输供给持续稳定。

此外，该局还对部分货运杂费实施降费举措，有效降低

物流成本，今年以来累计让利 3888.5 万元。同时，为保障国际

物流通道畅通，该局优先保障中欧班列运输，精准调配运力，

适度增加班次密度，并加强与海关、边检联系沟通，缩短了出

入境查验和票据放行的时间，提升班列全程运输效率，助力

市场主体复工达产。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共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

810 列，同比增长 23.7%。其中，出境中欧班列 340列，同比增

长 16.0%;入境中欧班列 470列，同比增长 29.8%。

10555 车!草原铁路货运
创日装车历史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