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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了黄牛 绿了大地 富了百姓
———通辽市谱写“黄牛产业”绿色发展蓝图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通拉嘎 刘 艳 陈文慧 郭丽娜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
草生香乳酪甜。”当汽车驶
入通辽市境内，视野逐渐
开阔起来，途中不时有满
载黄牛的卡车经过，处处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通
辽市，被誉为“中国草原肉
牛之都”，多年来，黄牛产
业质效持续提升，已经形
成了领先全国的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

科学养殖为产业发展

添动力

“以前放养靠天吃饭，
现在我靠着规模化科学养
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科左后旗巴嘎塔拉苏木
伊和宝力高嘎查，46岁的
牧民好斯乐呵呵地跟我们
唠起了他的养牛经。

“小时候，家里的牛都
是放养，防疫和卫生跟不
上，成年牛也就1000斤左
右。”好斯回忆说，“那时候，
牛粪随处可见，草也越来越
稀，牛饲料也成了大问题。”

传统的养牛模式，不
注重草地承载力，更不注
重草场环境，加剧了生态
恶化，养殖的回报率不断
下降。2013年，好斯家的牛
开始圈养。随着环境和卫
生条件的改善，黄牛的数

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好
斯开始盘算着扩大养殖规
模，“我通过合作社担保，
从银行贷款30万买下30多
头母牛。第二年，母牛的繁
殖率就达到了100%。”谈起
这些年的变化，好斯很是
高兴。现如今，好斯家共有
90多头牛，成了嘎查里有
名的富裕户。

从放养到圈养再到规
模化养殖，像好斯一样践
行新理念的“牛人”村村都
有。现如今，通辽这片沃土
上的农牧民们算好了生态
账，“为养而种、为牧而
农”，着力转变养殖方式，
探索舍饲养牛、种草养牛
和科技养牛等新的科学养
殖模式，实现了草原植被
恢复和黄牛产业协调发
展，黄牛成了农牧民脱贫
致富达小康的“香饽饽”。
预计到2020年，通辽全市
牛存栏达到350万头，肉牛
出栏达到122万头，牛肉产
量达到24万吨，肉牛养殖
规模化率达到30%以上，农
牧民人均肉牛养殖纯收入
达到2600元。

全产业链模式带来多

重红利

近年来，通辽市的肉

牛产业在产业地位、饲养
规模、牛群质量、产品加工
销售、服务体系、养殖效益
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而这些都得益于健
康可持续的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从草业、繁育，到屠
宰、加工，再到销售、流通，
通辽市黄牛产业的发展模
式令世人瞩目。

现如今，黄牛全产业
链上各个环节共荣共赢，
带来了多重红利。一是草
产品加工企业异军突起，
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饲草料加工机
械设备近6万台，2018年
全市青贮玉米种植面积
565.06万亩，人工草地保
有面积达到110.5万亩，秸
秆 饲 料 化 利 用 率 超 过
70%，全市粗饲料储备总
量220亿公斤。二是肉牛
交易市场条件日渐完善，
生意火爆。全市拥有成峰
牲畜市场、科尔沁黄牛市
场、雨田农畜市场、巴图
牲畜市场等10大肉牛交
易市场，活牛年交易规模
200万头，交易额150亿
元。辐射锡林郭勒盟、赤
峰市、兴安盟等周边盟市
和辽宁、吉林、黑龙江、河
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
区，初步构建了买全国、卖

全国的发展格局。三是催
生了一批在市场叫得响
的品牌。“科尔沁牛”已注
册 地 理 标 识 ，“ 科 尔 沁
KERCHIN”及图标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通
辽肥牛”已获得国家质检
总局原产地标识注册。牛
肉及深加工产品远销阿
联酋、科威特、黎巴嫩、巴
勒斯坦、以色列等中东国
家以及马来西亚、印尼、
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

搭乘“互联网”连接大

市场

盛夏的清晨，通辽市
科左后旗伊胡塔牛市已经
热闹起来。上午7点，一辆
辆满载着黄牛的卡车有序
地进入交易市场内，农牧
民们将卡车里的黄牛安置
在交易区等待开市。上午
10点，管理员一声令下，买
主和卖主争先恐后地涌入
交易区内。

“能不能便宜点，这头
牛我要了。”

“懂行的一看就能相
中，这是正宗的西门塔尔

牛。”
……
40岁的李慧一大早就

来到了“牛市”。“我做黄牛
经纪人10多年了，牛的品
质有保障，生意一直不
错。”一年前他开始尝试借
助快手平台卖牛，“快手上
有16万多粉丝，我跟他们
交流养牛经验积攒人气。”
皮肤黝黑的李慧自豪地跟
记者说，用快手后，一年能
多卖1000多头牛，年收入
增加了5万元。

搭乘互联网，借助电
子商务，通辽市积极探索
发展“互联网+市场”新兴
业态，连接起了大市场。科
左中旗成峰牲畜交易市场
是全国最大的肉牛交易市
场，年最大肉牛交易量100
万头，并与全国黄牛网实
现对接，建立了电子网络
交易平台，年交易量10万
头以上。

除此外，通辽市大力
发展“互联网+肉牛”，推广
肉牛标准化养殖，打造极
具市场美誉度的现代化牧
业。肉牛养殖标准化，是指
在肉牛养殖的各个环节严
格按照制定的标准操作实

施，包括牛舍建设、肉牛管
理，饲料管理、防疫管理
等。“科尔沁”品牌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在2005年就
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建立并实施的28项科
尔沁肉牛标准国内领先，
并且连续多年被选为特供
产品优秀供货商。

借助互联网，最为人
们津津乐道的要算建立了

“肉牛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该系统覆盖了整个肉
牛产业，建立了通辽市肉
牛数据库，实现了活牛和
产品质量可追溯，通过输
入产品追溯码、生产批号
等产品的基本信息就可以
查询到产品的养殖作业、
原料运输、基地加工、成品
运输各个环节。现追溯肉
牛达到10万头，极大地提
升了当地牛业在整个市场
的美誉度和信誉度。

壮了黄牛，绿了大
地，富了百姓。通辽市依
托黄牛资源优势，在养殖
模式、产业布局以及市场
领域践行绿色发展新理
念，正在走出一条牛气冲
天的黄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他是《红岩》小说中刘
思扬的人物原型；他出身豪
门，却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
命；他高吟《就义诗》在白公
馆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
是刘国鋕。

刘国鋕，四川泸州人，
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
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
倍受娇宠的幺儿。1939年高
中毕业后就读西南联合大
学经济系，1940年在学校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国鋕从昆明
到重庆找党组织，被介绍给
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
从此他就在中共南方局的
领导下，以四川省银行经济
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

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
1945年加入民盟后，他积极
参加并组织青年抗日民主
活动。

1947年2月28日，《新华
日报》被迫撤退后，刘国鋕
大力协助《挺进报》的出版
发行。同年6月1日，国民党
在成渝两地进行大逮捕，仅
重庆一夜之间就逮捕爱国
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学生、
记者达200余人，刘国鋕终
日奔走，成立“六一事件后
援会”及共产党外围组织

“六一社”，领导抗暴游行、
营救“六一”大逮捕被捕师
生。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决定
成立沙磁区学运特支，他任
书记。

1948年4月，由于叛徒
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国
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
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
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少
爷，不可能是真共产党，只
不过是青年人图个新鲜。然
而在酷刑面前，刘国鋕没有
屈服。他牙关紧咬，大汗淋
漓，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
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
镣，投入监狱。

刘国鋕的家庭在四川
有权有势，当刘国鋕被捕
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
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
的五哥刘国錤，他是国民党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
的女婿。

刘国錤第一次来，在丰
厚的利诱下徐远举同意放
人，但提出：刘国鋕必须在
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
组织。刘国鋕毫不犹豫地
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
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
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
意义。”

1949年7月，人民解放
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
进军，重庆也面临解放。五哥
刘国錤再一次来到徐远举
办公室为刘国鋕奔走。这一
次，刘国錤送给徐远举的是
空白支票，要多少钱自己填。

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
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
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
才能将其释放。然而，刘国
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
必须是无条件的。这样，第
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刘国
鋕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
中殉难，时年28岁。就义时，
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
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

“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
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泸州市委党研室副主
任官燕说起这位满怀赤子

之心的革命烈士十分感慨，
为了更好地纪念刘国鋕，今
年5月，她与同事特地前往
重庆渣滓洞查阅珍贵资料，
并亲自将其中的重要资料
一一手抄回来存档。

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
霞曾撰文纪念刘国鋕，她回
忆他们共同在狱中时，刘国
鋕曾对她唱起俄罗斯歌曲
《光荣牺牲》。“他的声音是
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
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
决心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直到抛弃头颅。”曾紫霞写
道。 （据新华社报道）

刘国鋕：赤子之心死而无愧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