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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海市一家葡萄种植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打理刚挂果的葡萄枝条。近年来，乌海市委、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强力推动葡萄和葡萄
酒产业，葡萄和葡萄酒产业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产业，经济效益不断攀升，年产值3亿元左右。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

葡萄挂果了

本报 4月 10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春耕备耕时节，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农
民也赶起了时髦，改变传统的农资购买
方式，在家门口开通运营的农村淘宝服
务站购买农资，网购农资正改变着农民
春耕备耕的方式。

“我们服务站是在今年1月份正常
运营的，年前有一个年货节，主要以年货
为主；年后就是春耕，询问的化肥、二胺、
农机具的比较多。”4月9日，记者来到商
都县大库伦乡的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
看到服务站的负责人薛建霞正在给前来
选购农资的村民们介绍化肥、农机具等
农资的性能和价格，帮助村民在网上下
单购买。

商都县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工作，农村淘宝服务站在全县遍地开花，
像大库伦乡这样的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
已经在商都县建设了29个，全部具有农
资农具、服装百货、汽车家电等工业品下
乡的功能。

“现在人们都从网上订购东西，品质
也都挺好的，尤其我们大库伦乡成立淘
宝服务站，来给我们送来很好的农资产
品，我也准备从网上买化肥，还要通过宣
传让更多的人来购买化肥。”商都县大库
伦乡村民陈秀梅说。

小到一针一线，大到汽车家电，农村
淘宝包罗万象，农民们都能在服务站内购
买。与此同时，商都县还利用“菜鸟物流”
第三方物流企业，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物流
网络，通过卸货、分拣、扫描、装车等流程，
将货物配送到全县的各个村级服务站，让
村民早日收到从农村淘宝网上选的商品，
还能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切实解决农
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从而实现
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

农资咋买？网购！

本报4月 10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近日，全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专题培训班在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全区12个盟市扶贫办主任、57个重
点贫困旗县主要领导或分管扶贫工
作的领导及扶贫办主任近130人参
加学习。本次培训对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政策理论解析，及对产业扶贫、
宜地搬迁、金融扶贫、旅游扶贫、电商
扶贫等各项政策进行了深入讲解。

本报 4月 10日讯 （记者 李
文明）今年，包头市围绕农牧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打造绿色农畜产品
精深加工基地，组织实施种羊繁育、
鹿文化观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现
代农牧业重点项目87个，项目总投
资 223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88
亿元。一季度，包头市有32个项目
开复工，开复工率37%，预计投资额
为8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额88.15
亿元的9%。

本报 4月 10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近年来，太仆寺旗有序开展土
地确权试点工作，该旗因地制宜、民
主协商破解确权难题，为保证村民议
事合法规范，该旗通过发放告知书，
使农民准确掌握土地确权的意义。
目前已对全旗157个行政村土地进
行了分类调整，有效解决了3072户
涉及9518人的土地确权问题。

□本报记者 钱其鲁

从去年开始，阿拉善左旗巴润
别立镇孟根塔拉嘎查三组农民万
发英没事时候最爱去离家不远的
一个肉羊养殖园区里溜达。“这里
的‘阿杜’肉羊有我的10个，从去
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可以靠它们
挣1200块，3年后还可以免费送给
我。你看它们，个儿大毛白多漂
亮。”看着圈里一只只毛色洁白、体
型修长、膘肥体壮的肉羊，万发英
越看越喜欢，“这肉羊‘阿杜’一来，
我家就能脱贫了。”

52岁的万发英家里只有七八
亩地，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他自己的
身体也不好，俩人每年光药费就得
七八千，儿子在外省上大学每年学
费生活费得两万元，长期以来就靠
低保和借贷生活，是嘎查里最穷的
家庭，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
旗里产业、教育等方面以及帮扶单

位的帮扶，他家去年终于脱了贫。
阿左旗扶贫办主任郭建勇介

绍说，2016年阿左旗建档立卡贫
困户人口全部脱了贫。其中，该旗
共整合投入资金2492万元，实行

“以羊入股、按股分红”模式，将
1780 户 3889 名贫困人口全部纳
入产业扶持对象，每户扶持1.4万
元购买10只“阿杜”肉羊，入股扶
贫龙头企业，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和
养殖技术制约瓶颈，2016年度每
户1200元分红已全部落实。

所谓的“阿杜”肉羊，是由阿左
旗满达畜牧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以本地
蒙古羊为母本引入小尾寒羊、澳大
利亚杜泊羊三元杂交，培育出的一
种全新的肉羊品种。“阿杜”肉羊的
品名正在申报中，当地老百姓暂称
其为“阿杜”肉羊，取意阿拉善羊与
杜泊羊杂交而成。

满达公司是在2009年由盟畜牧
兽医站高级畜牧师韩树明，响应国家

科技人员领办企业的号召注册成立
的。韩树明说，近年来，阿拉善盟实
施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
场禁了牧或者实行了草畜平衡，难以
靠放牧增收致富。“阿杜”肉羊集合了
几种羊的优点，不仅肉质鲜美，还有
多胎、体格大、产肉率高、生长快、适
应性强等特点，经济效益好，适合舍
饲和放牧加补饲养殖，也符合当前阿
拉善地区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带动
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实际。

2014年，满达公司通过“企业+
合作社+养殖户”模式，通过合作社形
式带动群众养殖“阿杜”肉羊，有56
个农户参加，羔羊3个月达到30公
斤体重，公司以每只1000元回收。
3年来，共回收羔羊4840只，人均纯
收入增加1.2万元。目前已有370
户农牧民参与了“阿杜”肉羊养殖。

据万发英介绍，他们贫困户的羊
由满达公司集中饲养，并承担合同期
间所有费用和风险，入股羊的所有权
归贫困户，协议满3年后，贫困户可以

选择自行养殖或者续签入股合同。
万发英家里原有十几只小尾

寒羊，供自家食用，羊羔下得多了
就卖点钱。虽然脱了贫，儿子的学
费加上脱贫后他和儿子的低保被
取消，老万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

“等合同到期，这10只‘阿杜’羊给
了我，我一定好好养。儿子明年大
学毕业再找个好工作，我家生活能
真正好起来。”穷了一辈子的万发
英对好生活充满了渴望。

而韩树明也有自己的心愿：“能
把‘阿杜’肉羊繁育成功并形成规模，
给阿拉善地区和农牧民们创造一个
新的畜牧业发展方式和新的脱贫增
收致富的产业，我这辈子就值了。”

阿左旗农牧业局畜牧兽医室
主任罗建勇介绍说，今年，阿左旗
将推广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模式，
采取托管养殖、合作养殖、自主养
殖等方式，力争发展“阿杜”肉羊合
作经营模式达到2000户，“阿杜”
肉羊养殖规模达到5万只。

有了“阿杜”，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以前大家都是自己育苗，可是
培育出来的苗子不壮，成活率低，产
量也不行，市场上卖不出好价格。
现在，大伙开始来这里订购西红柿
种苗，种出来的西红柿抗病、高产、
耐运输，果形也好，价格比普通西红
柿每一市斤高出0.5元。”4月10日，
在赤峰市和润农业的育苗棚室门
口，正在取种苗的赤峰市松山区文
钟镇个体户朱明君说起了自己的购
买种苗的经历。

在朱明君的身旁，来自赤峰市松
山区的几台三轮车和等待领苗的农民
将和润农业的育苗棚室入口围得水泄
不通，和润农业的工作人员一边从棚
室里往外搬装有种苗的箱子，一边按

照订单数量和品种向大家发放种苗。
“以前大伙儿搞设施农业就像

没头的苍蝇，全是盲目干，种啥到底
行不行全靠自己尝试。后来，和润的
技术人员向我们推广优良种苗，还提
供技术指导、联系销售一条龙服务，
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朱明君在文
钟镇经营一家化肥种子店。他介绍
说，近些年，文钟镇加大了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以日光温室为主
的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设施农业面
积达到1万多亩，设施农业逐步成为
全镇兴镇富民的主导产业，但种苗育
苗成了制约当地设施农业发展的一
个瓶颈，和润农业的出现刚好解决了
这个问题。现在帮助镇上从事设施
农业的农民集中订购种苗成为他的
一项重要的业务，每年通过他预定的
果蔬种苗超过百万株。

“健壮的种苗是农民朋友获得
丰产丰收的基础保障。未解决设施
农业种苗这一瓶颈，我们为赤峰及周
边地区筛选出汉姆1号、5号、7号、9
号西红柿，北极星黄瓜等高产、抗病
害、抗重茬、耐储存优良果蔬品种。
为实现优质种苗的工厂化、规模化生
产，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工厂化育苗生
产技术流程，以先进的生产设施和严
谨的管理团队确保每一株苗子都达
到健壮种苗的标准。”和润农业公司
行政总监宿德有介绍，育苗棚室里自
动喷灌车、导流扇、补光灯、水帘等一
应俱全，在电脑控制下能自动补光、
调温，先进的设施给苗木创造了最佳
的生长环境。夏季室外零上40℃、
冬季室外零下40℃情况下都可以正
常育苗生产，可以保障农户合理安排
茬口，最大限度保障农户的种植效

益。
“例如，这个棚只负责西红柿种

苗的生产，1.5亩的大棚一次可以育
苗40万左右，一年可培育优质种苗
400多万株。”宿德有指着人群后面
的大棚介绍，目前，和润农业育苗中
心每年可输出2.5亿株蔬菜、花卉优
质种苗，销售网络覆盖辽宁、吉林、黑
龙江、山东、湖北、北京、通辽及红山
区、松山区、宁城县、喀喇沁旗等周边
地区。“我们不但负责提供优良种苗，
还传授给先进的种植、防病害技术经
营理念，更要向农户传递市场信息。”
宿德有说，为确保设施农业从土地到
市场之路的通畅无阻，和润农业的几
十名农技服务人员常年活跃在赤峰
市各旗县区及周边地区，为设施农业
户提供从种苗、病害防治到联系销售
等一条龙服务。

好种苗才有好收成

□钱其鲁

近几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主
线。“阿杜”肉羊的出现可谓恰逢其

时，它凝聚了畜牧业科技工作者的
智慧和心血，综合了各种类羊的优
点，也非常适合国家实施草原生态
补奖政策后牧区发展畜牧产业的实
际，改变了舍饲羊不挣钱的现状。
受益的不只是像万发英这样的贫困

户，还有韩树明这样的创业者。
可以说多方合力是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把金钥匙。为
了让农牧民群众脱贫增收致富，审时
度势、大力推广这个产业的地方政府
主动作为，服务群众、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科技人员也积极发挥自己的作
用，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
益。“阿杜”肉羊产业在阿拉善地区的
良好发展趋势，印证了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对农牧业改革和农牧
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多方合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施佳丽）近日，记者从赤峰市
林业局获悉，今年赤峰市要通
过启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五大工程”，形成森林及湿地
生物多样性系统平衡的生态
环境，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

赤峰市林业局将围绕森林
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
野生马鹿种源保护工程、天鹅
等珍稀鸟类栖息地保护工程、
主要河流源头湿地保护与恢复
工程、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工程及古树名木保护工程建
设。

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方面，赤峰市林业局将通过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国有林场
天然林保护工程，保护马鹿栖
息地，扩大其种群活动范围，
有 效 保 护 我 国 野 生 马 鹿 种
源。同时争取将珍稀濒危鸟
类栖息地列入国家重点鸟类
栖息地保护名录，以自然保护
区、自然保护小区等形式划定
禁猎区，保护天鹅等珍稀濒危
鸟类栖息地。该市林业局还
将采取封禁保护、退耕还湿、
退牧还湿等措施保护湿地，并
运用湿地修复技术手段对湿
地破坏严重区域进行重点修
复，保护和恢复河流源头湿地
的生态功能。

赤峰市林业局还依托白音
敖包、松树山等自然保护区，加
强对沙地云杉和松树山油松、元
宝枫、崖柏等古树群的保护及巴
林左旗文冠果古树群和巴林右
旗沙地榆树古树群的保护，并利
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资金
和技术对古建筑中的古树进行
监测和病虫害防治。此外，赤
峰市还将开发建设生态旅游
区，打造生物多样性体验、湿地
体验、森林康养等生态旅游项
目，开发野山菌、山野菜、中药
材种植等森林副产品，带动自
然保护区等国有林区群众脱贫
致富。

赤峰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程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文明）乌兰察布市围绕马铃
薯、蔬菜、奶牛、肉羊等主导产
业，大力推进以规模化、标准化
和市场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培
育壮大了一批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的专业乡镇和专业
村，对乌兰察布市区域主导产
业培植、农畜产品市场销售和
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带动
作用日益增强。

据统计，截止2016年底，乌
兰察布市形成“一村一品”专业
乡镇1个，专业村30个。其中马
铃薯专业村8个，瓜果蔬菜专业
村12个，畜牧养殖专业村7个，
其他特色种植业 3 个。专业村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2852
元，远高于该市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目前，自治区6批共有51个
苏木乡镇和嘎查村被农业部认
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其中乌兰察布市共有 7 个苏木
乡镇和嘎查村获评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

当前，乌兰察布市“一村一
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步伐明显
加快，围绕马铃薯、蔬菜、奶牛、
肉羊、肉鸡、生猪等几大主导产
业和产品发展形成一批专业基
地、专业乡镇、专业村和专业
户。农户和龙头企业及合作社
形成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50%的农户加入了农民合作社，
主导产业 82%的产品通过龙头
企业、专业市场及合作社销售。
此外，乌兰察布市“一村一品”产
业层次也逐步提升，主导产业和
产品规模不断扩大，标准化生产
水平有所提升，出口创汇能力逐
步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新农
村新牧区建设的发展。

乌兰察布市一村一品
产业模式稳步发展

微语

4 月 10 日，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
庙子村宏都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晾
晒桔梗。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
宏都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500多亩的
桔梗进入采收、晾晒、烘烤、销售旺季，种
植户人均增收 4000多元，是种植大田作
物的七八倍，种植中药材成为该村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大庙镇小庙子村宏都种植
专业合作社抢抓机遇，大力开展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以中药材种植为龙头，现已
发展党参、桔梗、沙参、柴胡、防风等中药
材种植达 1500亩，把千亩荒土变成财源
滚滚的“绿色银行”。 李富 摄

合作社药材种植
成绿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