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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第一书记”带领牧民脱贫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新军

招租公告
内蒙古日报社对部分房屋进行对外出租，共计4处房屋，说明见附表。
现诚邀有意者咨询洽谈，可现场实地考察。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23日
联系电话：13337103762 联系人：王先生

对外出租房屋（场所）一览表
名称 预计面积 单位 地址 承租方职责

闻都新苑大
门西侧，小二
楼一层1间

闻都小区13
号楼东侧自
行车棚内（库
房）

闻都小区院
内北侧居委
会西平房一
间

新 城 区 艺
术 厅 北 街
12号院内，
车库5间

31.80平方米

120平方米

61.90平方米

每间20平方
米（共5间）

间

间

处

处

金 桥 开 发
区 闻 都 新
苑 小 区 大
门西侧

新城区艺术
厅北街9号
院 内 南 侧
（闻都小区）

新城区艺术
厅北街9号
院内（闻都
小区）

新城区艺术
厅北街12号
院内（艺术厅
北街9号院南

侧）

1. 涉及工商
税务等经营
性证照自办、
费用自担，水
电暖物业费
自负，自备必
要设备。
2. 必须遵守
本社消防有
关规定，自觉
维护本社整
体利益和形
象，不得从事
违法违纪活
动，不得存储
违禁物品。
3. 其他事宜
双方在合同
中约定。

从被选派到敖伦诺尔
嘎查当“第一书记”的那天
起，都林体民心、会民意、
解民难，充分发挥带头人
作用，通过发展产业扶贫，
带动牧民增收。

敖伦诺尔嘎查位于新
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苏
木，距阿木古郎镇50公里
处，面积241平方公里，可
利用草场面积24万亩，是
一个以养畜为主的纯牧业
嘎查。

2015年9月，都林担任
嘎查“第一书记”时，嘎查

196户牧民中就有10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26户低保
户，其中残疾人29人，是全
旗脱贫攻坚的重点嘎查。

一上任，都林就开始
挨家挨户走访，把所有牧
户的情况记在扶贫日志
里。两年里，他记下10本扶
贫日志，多达17万字、900
余张图片。哪个牧民有什
么困难，嘎查发展有什么
建议，都林都记在本中，放
在心上。

“记了日志，我能经
常翻看，下一步要解决的

问题和近期工作的思路
就明确了，对我也是个督
促。”

有了思路，就有了方
向。“第一书记”都林就像
一块磁铁，带领嘎查“两
委”通过补短板、强支撑、
抓项目、谋规划，先后组织
成立马产业、良种羊合作
社，嘎查牧民全部成为合
作社成员。马产业合作社
引导牧民养马，旅游季节
为景区提供骑乘服务，入
社牧民户均年增收10000
多元。

55岁的巴力金是嘎查
最困难的牧户，没有草场
和牲畜，自己一身病，搭伙
过了20多年日子的老伴高
玉臣又没有当地户口。都
林了解到情况后，让嘎查
党员户与巴力金家结成帮
扶对子，给他家送去100只
鸡雏和3只仔猪，当年，光
卖鸡和猪的纯收入超过
12000元。2016年，巴力金
一家脱了贫。去年，嘎查特
事特办，为老伴高玉臣落
了户口，两人还补领了结
婚证。

饲草储备是牲畜安全
越冬的第一保障，每到打草
季节，都林都要挨家挨户检
查、询问、解决困难，帮牧民
们计划最佳饲草储备量。

“去年，我家刚刚脱贫，现
在，家里的牛羊翻了一番，
饲草储备也都有了着落！”
牧民尼木苏荣正准备将打
好的草运到嘎查的储备
库。

都林四处奔走，协调

资金，除了为每个贫困户
打机井、建百平标准暖圈
外，还建起了集中储草库，
为牧民提供免费储草服
务，提高抗灾能力。

产业找准了，扶贫才
能够持续“造血”。身为

“第一书记”的都林牢记
使命，在壮大嘎查集体经
济、带领牧民增收致富
上，下足了功夫。嘎查“两
委”利用“三到村三到户”
扶贫资金，投资22.5万元
与电商公司合作购置大
型蒙古包等旅游设施，发
展特色原生态乡村旅游
文化产业。2016年，首届
新宝力格苏木文化旅游
推介会在嘎查举办，推出
具有民族特色的奶食品、
肉制品、手工艺品和民族
服饰，8个开设家庭牧户
游的牧户与部分旅行社
达成旅游开发合作协议。
去年8月，首届呼伦贝尔
草原核心区有机生态羊
肉采购会也在嘎查举办，

区内外70多家大型采购
商、加工企业、牧业四旗
的优秀牧业合作社积极
参会，初步交易总金额达
到500万元以上。

“下一步，要把大家的
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组织
大的合作社，让牧民的生
产经营性支出降下来，收
入增上去！”都林在接受采
访时说，只要在嘎查当一
天“第一书记”，就会尽职
尽责做好最后一公里的牧
民沟通工作。

如今，敖伦诺尔嘎查
已建起马产业、旅游产业、
原生态和养殖产业等4个
产业基地，嘎查开办乡村
游、生态游、民俗游，建立
吃、住、游、购、娱的完整体
系，已逐渐形成“巴尔虎文
化游”特色品牌，嘎查八成
以上牧户加入致富产业链
条。现在，敖伦诺尔嘎查是
自治区新农村新牧区示范
点、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

深秋时节，赤峰市
宁城县大城子镇成硕果
蔬专业合作社门前车水
马龙，人声鼎沸。一辆辆
大卡车把工厂里育好的
番茄秧苗运到这里，经
合作社分好后，农户再
用电动三轮车运到自
家的大棚里，开始栽种
第二茬秧苗。大城子镇
党委书记武耀华介绍，
按照宁城县设施农业
的品种规划，镇里的2.6
万亩大棚全部种的是
硬果番茄，年产番茄8.5
万吨，实现产值4.25亿
元。邵风华算了一笔
账：他家三亩七分地的
大棚，第一茬产了近7
万斤番茄，每斤按1元
计算，毛收入近7万元，
除去种苗、肥料、水电
等成本，纯收入4万元
左右。按此计算，平均
每年每亩大棚两茬的
纯收入就能达到2万
元。合作社对社员实行
五统一管理，统一购买

种苗、统一安排茬口、统
一农资供应、统一品牌
包装、统一市场销售。如
今，全镇已建番茄交易
批发市场1处、成立蔬菜
专业合作社8家，他们成
为引领番茄产业发展的
龙头。

邵风华增收致富的
背后，是宁城县政府真
金白银的投入。县里推
行“两个不设上限”的政
策：扶持设施农业发展，
规模不设上限、补贴资
金不设上限。对达到一
定规模的棚区，农户每
建一延长米的日光温
室，县里给补贴180元，
贫困户建大棚，最高还
能再给予180元的补贴。
目前，全县设施农业面
积已达到43.6万亩，仅
设施农业一项，全县农
民人均收入4400元，占
到农民人均收入的4成
以上。

科技创新，让设施
农业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去年，大城子镇尝
试建设高效聚能型生
态日光温室，这种新型
大棚不再用推土机推
保温墙体，而是把传统
温室的墙体部分替换
成棚体。同样占地面
积，新型大棚的栽培面
积比传统大棚增加了
60%以上。

打品牌闯市场，让
大城子镇番茄走上北
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
餐桌。眼下，以大城子镇
番茄为代表的“宁城番
茄”已注册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镇里还专为
番茄销售建立了宁城绿
源农产品交易市场，每
年有4万多吨番茄，通过
市场里的150多家外地
客商卖到全国。目前，绿
源农产品交易市场已与
北京家乐福等大型超市
实现了农超对接，成为
北京海淀区蔬菜联采联
盟、首农集团、海尔云厨
的直供市场。

宁城县大城子镇：番茄结出致富果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