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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在选举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时，党中央提出，中央领导
同志应选择老少边穷地区参加选举。我选
择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选举，表达了党中
央对民族边疆地区的重视，体现党中央加
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心。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 2005 年中专毕
业后回故乡，生活劳动在草原上，从事再
熟悉不过的畜牧养殖业。2009 年我当选为
嘎查委员会主任。面对日益脆弱的生态环
境和群众贫困状况，嘎查党支部结合实际
情况，坚持把党建“主业”与脱贫攻坚

“主责”相统一，以支部为核心，带动农牧
民积极参与、抱团脱贫。到 2017 年嘎查人
均收入达到12800元，实现了脱贫致富。

探索“股份制”养牛管理。本着“地
位平等、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我们实行自愿入股和退股的

“股份制”经营管理。农牧民可以现金、耕
地和牛入股，最终嘎查 234 户中 207 户入
股、入股率 90%以上。合作社变传统家庭
式生产经营为规模化、产业化集中经营，
2013 年实有启动资金 550 万元，到 2017 年
末总资产达 3200 万元，年营业额 2300 万
元、净收入840万元。

创新合作社扶贫方式。一是股份分
红。通过发展黄牛主导产业，广大农牧民
成为股东，合作社连续 4 年共分红 330 万
元、嘎查每年人均增收800元。二是就业扶
贫。农牧民社员广泛参与合作社各生产经
营环节，就地转移就业劳动力 46人、以产
业带动间接就业 65人。农牧民劳动力就业
创造收入 4 年共 998.4 万元，嘎查每年人均
增收 2300 元。三是兜底保障。对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合作社提供基础生活需求保
障。2017 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449750 元，共帮扶 130 户
贫困户，本嘎查7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定期稳定脱贫。同
时，合作社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及入伍青年31名，救助
孤寡老人6人、扶持困难户建房7户等，累计投入资金达
到16.9万元。

今后我们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力，加快脱
贫。一是人才引进。合作社发展壮大需要各类技术、管
理人才，基层很难对口招聘到相关人才，希望相关部门
协助搭建人才培养和引进平台。二是争取解决无抵押
物、贷款难问题。农村牧区合作社基础建设用地、农
田、牲畜不能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融资，导致合作社没
有足够的资金去扩大生产。三是开展生产经营性保险业
务。积极支持和扩大农田、牲畜等合作社生产资料保险
业务。四是拓展扶贫专款资金的灵活性。做到有针对性
地精准到一家一户，不盲目使用资金。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初心，把每一个贫困家庭
的脱贫致富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带动广大农牧民群众实
现共同致富。这是我们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初衷，也是
最大的收获和意义。

（作者吴云波，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
任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
部书记、嘎查委员会主任。2017年9月，获“2017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本报记者李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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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古寺深林寂，断续云横面面山。”在很多人眼中，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
虽说自然风光奇丽秀美，但也因群山环绕、蜀道崎岖而显得闭塞。改革开放之后很长
一段时间里，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仿佛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只有沿海才能代表
开放型经济。

不过，记者日前在四川采访时却发现，这个“道理”如今却立不住脚。随着“长
江经济带”建设推进，四川正在借助长江水运、中欧班列、航空机场等通道重塑对外
开放的新格局。内陆开放，不仅让本地企业看到了转型升级的机遇，而且吸引来更多
企业和人才。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企业转型质量高

不少装修过房子的人，都会有“空置半年才能
住”的经历。究其原因，在于不少建材都含有一些有
害涂料，等其挥发完毕再住人比较安全。

当记者走进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的天原集团新材
料厂区时，看到工人们正在对一片片木纹考究的地
板材料进行热压处理。奇怪的是，工人们都没有戴
口罩，记者在整个车间也没有闻到建材常有的那种
异味。

据天原集团旗下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欧阳司晨介绍，该车间之所以没有异味，原因在于
其生产的是一种名为“高端乙烯基地板”（简称 LVT
地板） 的全新建材。LVT地板比普通的复合地板更加
环保，与纯实木地板相比，则在防虫、防水、阻燃等
方面更胜一筹。

“最开始，我们集团主要业务集中于氯碱化
工。后来，企业看到近几年宜宾港发展迅速，长
江航运与铁路、公路运输的衔接越来越顺畅，加
之当地政府配套措施得力，于是就下定决心转型
做附加值更高的 LVT 板材。毕竟对我们来说，水
运的成本只有公路运输的 1/5、铁路运输的 1/3。”
欧阳司晨说，尽管项目投产只有不到一年，但目
前 公 司 95% 的 LVT 板 材 都 出 口 到 了 美 国 、 加 拿
大、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也迈上了新台阶。

同样将转型升级的目标定位于国际的，还有川茶
集团。2016年9月以来，川茶集团的“天府龙芽”系
列产品先后在俄罗斯、英国、马来西亚等 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营销机构，并组建集团专业电商运营团
队，有效拓展了海内外茶叶市场。如今，面对对外开
放带来的全新消费群体，川茶集团开始在茶叶衍生品
研发上下功夫。

“最好的茶直接销售，稍差一些的则用于食品研
发。目前，我们陆续推出了‘茶饼干’‘茶蛋卷’‘茶

馒头’‘茶瓜子’等十多种特色衍生产品。”川茶集团
技术总监蔡红兵指着研发车间对记者说。

临江航运发展快

企业转型的决心和成果，常与所在地的开放程度
息息相关。其中滋味，身处港口的一线职工感触最
深。

宜宾港流动机械班班长何芳每天7点半起床，然
后再花上 35 分钟左右开着自己新买的小汽车来到单
位上班。在检查过门式起重机 （又称“龙门吊”）
及堆高机的设备情况后，再和同事们一起投入新一
天的忙碌之中。尽管今年 45 岁的何芳如今已经带了
10 多个徒弟，但她每天在港口穿梭的身影却有增无
减。

“最开始，我在一家企业开叉车，后来宜宾港建
港招人，我就来了。毕竟港口机械的操作比叉车复杂
很多，当时我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挑战一下自
己。如今看来，这条路真就走对了。”何芳说，2011
年刚刚开港那会儿，宜宾港一年的吞吐量只有 8000
多个标准集装箱，经过七年的发展，如今年吞吐量达
到了 38 万标准集装箱，自己的收入也从每月 1000 多
元增长到了4000多元。

在何芳和工友们眼中，临江港口与中欧班列的联
动式发展还为当地带来了西班牙红酒、新西兰高粱、
越南糯米等不少国外的货物，而当地的五粮液、电子
产品、化纤原料等，也能更加通畅地“出海”。

无独有偶，地处宜宾港下游的泸州港，同样在发
挥着日益强大的“开放驱动器”作用。

在泸州港，记者见到了正在协调业务的民生轮船
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经理何忠勇。

提起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企业带来的机
遇，何忠勇赞不绝口：“我们企业主要业务就是集装
箱的水路航运，与马士基、中远集团等很多国内外巨
头都有合作。这几年，长江上游地区正规港口建设迅
速。特别是不同港口之间的积极合作，让我们航运
企业在不同航道进行换船作业的时间缩短、费用降
低、手续简化。这无疑会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更具价值。”

内陆开放底气足

只要路子对，便没有一成不变的劣势与优势。在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带动下，四川等内陆沿江省份
正在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努力迎接开放型经济发展
的新机遇。

作为中国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总规划面积达 19.99平方公里的中国 （四川） 自
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自2017年4月1日在泸州
揭牌至今，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当记者走进这片

“试验田”时，人来人往的办事大厅、穿梭不断的载
重车辆、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却无不折射出内陆开
放的旺盛活力。

“作为一家中德合资的外贸企业，股东们决定在
哪里开展业务并进行投资，一向十分看重营商成本。
毕竟，做外贸时间很重要，如果在通关时多卡几天，
就会影响回款周期，对公司造成资金压力。”四川归
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钟诚说，企业之所以选

择这里，一方面得益于政府部门提供了“一站式服
务”，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也与当地中欧
班列和长江航运接驳效率提升密不可分。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樊一江看
来，与长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相比，长江中上游地区的
综合交通体系基础相对薄弱，商品与要素流动往往面
临“距离长、成本高”的尴尬，这也成为制约内陆地
区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四川为代表的长江中上
游地区对外物流成本偏高，但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和
土地成本则较低，近些年来本地消费市场容量也在不
断扩大。”樊一江指出，四川等内陆地区借助“长江
经济带”建设契机，把握内需升级的时代趋势，按照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依托沿江港口发展现代
临港经济，并打造集“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管
道”于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显然有助于加快建
立高效的物流体系，从而在迎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
机遇过程中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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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四川省宜宾市天原集团的车间内，工人们正
在加工供出口的板材。这些板材加工完毕后，将通过
长江航运及中欧班列运往世界各地。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图为位于四川泸州的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
验区川南临港片区内的一家进口食品商店。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炎炎夏日，挡不住中外游
客来丝路名城甘肃敦煌的旅游
热情。今年7月底8月初，正值
甘肃敦煌的旅游旺季，敦煌各
大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往来不
绝。据敦煌市旅游部门统计，
截至 7 月 30 日，敦煌各大景区
共接待中外游客 240.32 万人，
同比增长9.92%。

图为中外游客正在欣赏敦
煌雅丹魔鬼城风光。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敦煌雅丹魔鬼城游人如织
本报北京8月 1日电 （记者朱隽） 为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自
然资源部近日发布通知，提出大力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增存挂
钩”。

通知明确，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分解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要把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数量作为重要测算指标，逐年减少
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多和处置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
排。对于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两项任务均完成的省份，国家
安排下一年度计划时，将在因素法测算结果基础上，再奖励 10%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任一项任务未完成的，核减 20%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将“增存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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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8月1日电（记者刘邓） 日前，经专家评审、考
评和公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和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3家单位获准成立海南省“海外智
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简称“海智计划”） 工作站。

海南省科协国际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海南省“海智计划”工
作站项目的实施，将重点推动海南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
积极参与海南陆海空科技创新体系，助推海南自贸区 （港） 商业
航天航空、深海科技和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建设。同时，坚
持以“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开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国际科技合作，以及积极推动海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等。

海南增加“海智计划”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