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5月6日，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小
滩子村的一个农家乐度假村时，奇俊虎正忙着洗
菜、切菜、炖鱼……客人预订的晚餐时间就要到
了。“现在顾客订了4桌，我得赶快给做出来。”奇俊
虎说。

奇俊虎是小滩子村村民，10年前开了村里第
一家农家乐。10年来，他的农家乐始终主打以鱼
为主的“乡愁味”，赢得人气满满，收入稳步增长，规
模持续扩大，他在奋斗中创造着美好生活。

“一开始就建了两个蒙古包，做蒙餐，后来政策
越来越好了，越干越有劲儿了，每年挣点投入点，越
扩展越大。”奇俊虎说。小滩子村位于黄河南岸，被
誉为“黄河绿色明珠，草原生态鱼乡”。很久以来，
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种地养鱼的渔耕生活，这里的

黄河鱼在周边很有名气。奇俊虎在镇上开了10年
的饭馆，知道很多异乡打拼的人都很怀念家乡的味
道，于是就一心钻研黄河鱼的做法，再配上只有当
地才有的米凉粉、糕圐圙等特色小吃，抹不去的“乡
愁味”同样也吸引着本地游客。

2010年，他扩建自家的农家乐，建起了龙抱湾
度假村，建起儿童游乐场、休闲垂钓区和采摘观光
园，每天平均接待游客达200多人。

“我算得上是从零起步，通过自己艰苦奋斗，形
成现在的规模。如今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要带动
周边的村民们，都过上小康生活。”奇俊虎说。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能挣8000块钱，老板对我
们好，比在外面打工省心点”。在度假村打工的村
民樊瑞霞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度假村需要的蔬菜、肉蛋等原料大部分是从当
地村民手中买来的，解决了村民们农副产品难卖的
问题。同时，度假村还优先安排村民在这里打工，

樊瑞霞夫妻俩一直在这里做饭、打扫卫生，每月有
着不错的收入。

在奇俊虎的示范带动下，小滩子村的农家乐、
渔家乐已经发展到 40多家，形成了沿黄渔家风
情、黄河文化旅游、河滩农业观光三个体验区，乡
村旅游蓬勃发展。2016年，小滩子村被评为自治
区级美丽宜居村庄。现在，奇俊虎正和其他农家
乐协商成立渔业餐饮协会，为小滩子村美好明天
奋斗着。

“自从十九大召开后，在党的好政策带动下，
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如今游客越来越多了，下
一步我准备带动周围社员把空闲的房子也利用
起来，做特色民宿，把游客留住。我还准备再成
立一个旅游协会，把各家的旅游资源优势集中起
来。动车开通后，第一步就要购进一批电瓶车，
把游客直接从车站接到我们村里。”奇俊虎充满希
望地说道。

黄河岸边渔家乐

◎画中话·HUAZHONGHUA

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的通辽市，是全区生态建
设的主战场，也是构筑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要节点。为使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与脱贫攻坚更加
紧密相结合，十九大以来，通辽市积极实施“四个千

万亩”生态建设和修复工程，在大力推进新一轮退
耕还林政策同时，优先考虑贫困人口，同时指导贫
困户在退耕还林地上发展特色经济林，引导贫困户
发展林下种养殖，依托森林、沙漠、湿地资源发展旅

游产业，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
态乡村，实现长效扶贫、就地扶贫、精准扶贫，由此
涌现出一批象西归力村锦绣海棠栽植基地这样的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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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
57.6%农牧户与龙头企业
建立利益联结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 李文明）
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获悉，截至
目前，巴彦淖尔市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有212家与农牧民建立了利益联结机
制，其中133家建立了紧密型利益联结
机制，共带动农牧户约14.5万户，约占全
部农牧户的57.6%，农牧民来自利益联结
机制方面的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75%。

2014年以来，巴彦淖尔市通过采取
试点先行的办法，因地制宜推广订单契
约型、“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企
业+基地+农户”型、服务协作型、股份合
作型、“公司+牧场+农牧户”等6种主要
农企利益联结方式，从加强财力支撑、整
合项目资金、优化金融服务、配套优惠政
策、健全奖惩机制、精准扶贫等多方面改
革创新，推动龙头企业与农牧户的关系
由松散的买卖型向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转
变。

为推动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
机制由松散的买卖型向紧密型转变，实
现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巴
彦淖尔市不断培育龙头企业、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推进订单契约型、服务协作型、股份合作
等多种模式，让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牧
户加入到产业化经营链条，成为龙头企
业的“第一车间”，加快了企业与农牧民
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均沾”共同体的步
伐。

克什克腾旗
综合改革打造全新供销社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供销合作社近年来突出抓好四
项重点工作，加快推进综合改革步伐，打
造全新供销社。首先，推进基层社建设实
现苏木乡镇全覆盖，根据该旗苏木乡镇设
置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规划，做好空白地
区基层社的规划设计与网点布局，分类推
进基层社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克什克腾
旗将完成6个空白乡镇基层社的恢复重
建任务，实现苏木乡镇全覆盖。

同时，继续搭建为农牧综合服务平台
扩大服务范围。依托当地基层社统一提
供测土配肥、农资供应、机械化作业、农技
培训、农民资金互助信贷等系列化服务，
逐步打造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
为牧综合服务体系。其中，将重点推进并
完成与昭乌达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建
的浩来呼热为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在电商平台建设方面，克什克腾旗
供销合作社通过与内蒙古时代光华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依托供销e家电子
商务平台，打造以村站模式为基础的标
准化电商服务体系。今年计划在已有的
旗县级体验店和线下158个村级站点的
基础上，继续在全旗打造8个终端示范
体验店，并按照供销e家电子商务标识
统一打造，进一步扩大线下实体的覆盖
范围和服务面积。

此外，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步伐。一
是赛汗农畜产品市场扩建项目，增加蔬
菜保鲜库、禽蛋肉等经营区域的建设。
二是土城子基层社升级改造项目，积极
争取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以股代投的资金
支持完成土城子基层社的升级改造任
务，全力打造自主经营主体、为农牧服务
载体、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体为一体的综
合性新型基层社。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为
保障今年春耕备耕农资供应，阿拉善
盟各级供销合作社采取多项措施，积
极应对，保证了农资市场平稳有序运
行。一是充分发挥盟行署化肥储备
补贴资金的作用，保障急需农资供
应，引导农民使用复合肥、有机肥和
新型高效肥，推广利用滴灌水溶肥，
减少对尿素的依赖。二是积极与自
治区农资公司对接，保障供货，充分
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供应主渠道的
作用。三是多方筹集资金，保证春耕
备耕农资供应。截至目前，共组织调
运化肥6656吨，种子263吨，农药15
吨，农膜156吨，后续农资将根据种
植时间继续有序调运。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包头市农牧业局获悉，近
年来，包头市畜牧业大力推动规模
化标准化养殖，该市规模化标准化
养殖率达到 70%以上。据行业统
计，目前包头市各类畜种规模养殖
场达到2400余家，奶牛养殖规模化
标准化程度达到 85%，肉羊生产规
模化程度达到 70%以上，蛋鸡等禽
类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程度达到90%
以上。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多亏了村里的合作社，我们老两口
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脱了贫，日子越过越
好了。”说起村里的丰域套马沟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忽洞镇套马
沟村村民张福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56岁的张福利，原本是套马沟村
的国贫户。如今，他和老伴儿成为丰域套
马沟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雇佣工人，除了
每年土地流转1000余元的收入，老两口
每月还能领到3000元的工资，工作时间
相对灵活，还不耽误照顾自家的30只羊。

“2016年4月，我们加入了合作社，我
主要负责打更下夜，旅游旺季到棚圈打理
合作社饲养的肉牛，老伴儿在食堂帮忙。”
张福利说，现在他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穿
着保安制服，骑着小摩托车在套马沟风景
区遛弯巡逻。两个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
在外地找到了各自的工作，老两口的心里
更加没有负担了。

据了解，伴随着达茂旗美丽乡村建
设，丰域套马沟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先后流
转套马沟村72户143名农民的1716亩耕
地，并在旧村址上实施旧村整治、土地复
垦、绿化美化等项目，建设了集种、养、旅
游观光、休闲养生一条龙的套马沟旅游风
景区。撂荒了的土地得到集约化运用，种
植了小麦、莜麦、藜麦、土豆、玉米等绿色
有机作物；纯天然无污染的石磨面、食用
油，吸引着八方来客；一座座崭新的棚圈
内，舍饲着成群的牛、羊、猪等；满山的松
柏杨柳、果树柠条，村容环境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在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像张福利
一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被吸收入社，采
用直接签订劳务合同和农忙间接聘用两
种方式最大限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一步促进就业、增收、致富。如今，入
社的张福利等 34 名贫困村民都已全部
脱贫。

西归力村有一片脱贫“锦绣果”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你看，这是一期花，再有三四天就
开了，那边是二期花，稍微晚点开。”4月
24日，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西归力
村党支部书记孙恒看着已经坐了花蕾
的锦绣海棠，心里也乐开了花。

2014年，在该市林业局的帮助下，
西归力村尝试在400亩残次林地上种
植锦绣海棠，林业局免费提供4万棵树
苗、肥料和农药，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锦绣海棠 3年挂果，5年进入丰
果期。栽培锦绣海棠，不像种苞米一
样要年年买种、耕地、翻地，每亩比种
苞米省300块钱。到了第6年，亩产可
达 2000 斤，亩纯收入达到 8000 元。”
孙恒说。目前，西归力村已种植锦绣
海棠1500亩，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

5年来，孙恒带领村民将寸草不生
的残次林变成了亩收益超过5000元的
经济林。今年，锦绣海棠种植作为扶贫
项目在全市得到推广。

早在今年3月份，由通辽市林科院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扶贫专家小组就
赶赴各贫困乡村，进行国字号林果品种
锦绣海棠的推广培训。

“这个品种的海棠果，在辽宁省和
吉林省都有种植，但是口感上还是咱这
里稍好一些，加上它大小适中，色泽艳
丽，每次在林产品交易会上都被一抢而
空。”孙恒说。

锦绣海棠因其适宜山沙地区土壤
和含糖量高达17%的优秀品质，丰果期
亩效益更高。大到林地规划、果品收

购，小到春季果苗给水计量、剪枝后插
口的方向，理论加实践的集中培训，让
来自各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和贫困户
们增加了种植锦绣海棠的信心，更看到
了增收的希望。

这几天，西归力村贫困户王连和一
直在自家8亩地的果林里忙活着，经过
3年的精心培育，2017年，市林科院在
村里推广的2300亩锦绣海棠迎来了头
季结果期，贫困户们的腰包也随之鼓了
起来。

“我这一共是400多颗树，一棵树

照着二三十斤这么结，能产 1万斤左
右，按每斤4块钱计算，也属于高收入
了。这样的日子以前可真是不敢想。”
王连和说。

在精准扶贫上，通辽市的目标是让
老百姓掌握一门技术，一技防身、一技
养老、一技脱贫，达到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目的。今年通辽市林业局因地制
宜推广经济林，在南部山区，推广的是
大扁杏儿，在库伦旗、开鲁县、科左中旗
主要推广锦绣海棠，近几年推广面积已
经达到了5万亩。

据了解，通辽市在防护林建设方
面，优先将国家重点项目向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倾斜，在经济林建设方面，
优先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增加
贫困人口的经营性收入。在工程建设
方面，要求施工单位优先吸纳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增加他们的工资性
收入。在生态保护方面，将生态护林
员，公益林补助资金和湿地保护向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增加贫困人
口的政策性收入，助力精准脱贫和乡
村振兴。

■〖脱贫·全纪录〗QUANJILU

［ 消息树 ］

套马沟村变了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由自治
区规划的发展太阳能发电重点区
域。该县利用乌兰布和沙漠充足
的光照资源，将能源利用和沙漠治
理相结合。从2017 年开始，计划
3 年时间建成1000 兆瓦、6万亩
太阳能光伏生态治理示范基地，项
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 18 亿
度，实现税收1.2 亿元。

目前，磴口县已形成“沙漠治
理+光伏+设施农业大棚”3500 亩
规模，实现了棚上发电、棚下发展
种植业和休闲观光业。另外还有
7000 亩“沙漠治理+光伏+沙生植
物”，主要利用光伏板的遮阴效果
在沙地上种植沙生植物，可以减少
沙尘对光伏面板的影响，延长其使
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还可以为
沙漠增绿，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
双赢。磴口县光伏产业的建设和
发展模式，对推动供给侧改革，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起到引
领示范作用。

沙漠沙漠光伏产业光伏产业

打理华莱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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