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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呼 和 浩 特 5 月 16 日 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近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政府实
施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并为辖区城中村和
城乡结合部增设大批各类环卫设施和环卫
作业，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城中村村民
生活垃圾、污水倾倒难的问题，全面提升乡
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新城区实现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后，引
入市场化运作模式，由中标单位北京慧丰清
轩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接手哈拉沁、哈拉
更、讨思浩、生盖营等 15个行政村和坡根底、
榆树沟、二古路板、曹家营等 13 个自然村的
日常环境卫生管理，负责每天的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公厕清掏等系列工作。近日，该
区结合各村实际，为上新营、下新营村等城
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投放自动装卸环卫车、餐
厨垃圾回收车以及污水收集保洁车 200 余
个、垃圾收集箱100个等环卫设施设备。

新环卫设施和装备投入使用后，一方
面，该区环卫局每天派出环卫专用车辆保障
垃圾污水的及时清运；另一方面，派出 6名环
境整治督查员看管和引导村民规范倾倒垃
圾、污水行为，让村民养成爱护环境、保护环
境的意识，共同努力让乡村环境靓起来。

新城区
让乡村环境靓起来

本报包头5月16日电 （记者 吕学先）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荫。在去年对北新
苑北区等16个老旧小区进行绿化改造和提档
升级的基础上，今年包头市青山区重点对11个
社区进行深度绿化和美化，优化市民居住环境。

在绿色生态社区的建设中，该区对有条
件的小区拆除部分硬化和违章建筑，丰富树
木品种，按照绿地率 25%的目标增加绿地面
积，提高园林景观观赏性和绿化管养水平。
对部分小区或地块拆围墙、建绿篱、栽植篱
带、铺设地被，并进行垂直绿化。工程统一
采用既有观赏性、又有空气净化功能的优质
苗木，包括杨树、柳树、国槐和梓树等乔木，
山桃、海棠、卫矛和皂角等小乔木，油松和云
杉等常绿树，以及丁香和连翘等花灌木。

青山区
绿色生态社区优化市民环境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5 月 16 日 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郭玉宽）“两年三茬
蔬菜，这在当地无霜期最多 120 天的气候条
件下，可是件新鲜事儿。”商都县七台镇西坊
子村村民跃跃欲试准备推广种植。

这几年，马铃薯和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商
都县产业脱贫的主栽品种，但仍存在栽培模式
单一、一年种植一茬蔬菜或马铃薯、亩均效益
较低，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等问题。商都县农牧
局科技人员组成试验示范小组，从 2014年开
始攻关，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优化栽培模
式，在示范基地开展了露地大白菜、大葱育苗、
马铃薯扦插苗二年三茬栽培试验，并获得成
功。数据显示，二年三茬蔬菜年亩均收入可达
8600元，比传统种植大白菜、大葱、马铃薯每
年分别增收4400元、3600元、600元。

商都县
两年三茬蔬菜栽培技术成功

本报通辽 5 月 16 日电 （记者 薛一
群）近日，科左中旗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就高蛋白大豆种植基地项目达成协
议，集中流转 5 万亩土地建设高蛋白大豆种
植基地，通过现代化信息化技术，开展大豆
育种、良种繁育、科学种植、精深加工、推广
销售等工作，全力打造大豆全产业链。

目前，该项目建设已全面启动，年内在
该旗集中连片种植非转基因大豆 2 万亩，到
收割期，大豆亩产将达 600 斤至 800 斤，按
照每斤 2 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每亩经济效益
预计可达 1500 元左右。依托高蛋白大豆种
植基地建设，该旗大力推广深度贫困村庭院
经济建设，由企业免费提供种子，旗农业、扶
贫部门提供化肥和技术指导服务，通过企业
与贫困村、贫困户签订大豆回收订单的方
式，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目前，全旗已落
实高蛋白大豆种子 1.25 万斤，化肥 1251 袋。

科左中旗
高产大豆种植基地项目启动

□苏洁 王登清 摄影报道

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升高，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大杨树林业局
欧肯河林场生态功能区再次出现国家二级保护珍禽——白枕鹤。

林场管护员小姜介绍，白枕鹤是他和同事在巡护时发现
的，它悠然自得地在农田里漫步，时而翩翩起舞，时而低头觅
食。他们只敢远远地眺望并用手机拍下了白枕鹤的精彩瞬间，
唯恐惊扰了“贵客”。

林场负责人说：“天保工程实施20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使干扰野生动物的人为活动大大减少，野生动物
得以繁衍，种群不断扩大，各种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
长。现在这里水质变好了，生态环境改变了，让迁徙到这里休憩、繁
殖的候鸟有了安全感，为我们林区增添了一幅和谐生态画卷。”

据了解，白枕鹤又叫红脸鹤、红面鹤，是大型涉禽。体形与
丹顶鹤相似，略小于丹顶鹤；白枕鹤繁殖于我国黑龙江齐齐哈
尔、乌裕尔河下游、三江平原，吉林省向海、莫莫格，内蒙古东部
达里诺尔湖等地。目前世界上仅存 3000 只。

让白枕鹤有个安全的“家”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王城管’帮我在早市协调了摊位，我现在不用东奔西跑，还有固定
回头客，比在路边摆摊挣得多！”徐宏伟在海拉尔区河西环卫二路便民早
市固定摊位卖水果已有两个多月，他口中的“王城管”就是海拉尔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河西分局健康中队的王闯队长。

售卖时令野菜的刘洪见证了早市从无到有，目前已吸引 389 户商贩
入市经营，售卖蔬菜、水果、肉类、日常百货等各类商品。如今环卫二路便
民早市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百姓菜篮子”。

海拉尔区西头道街过去是出了名的脏乱差，一直是呼伦贝尔市最大
的小商品批发集散地，也是市容整治的难点。年初以来，河西分局向华中
队挨家挨户走访宣讲《呼伦贝尔市城市环境管理条例》，规范沿街商户门
前五包、自觉拆除违建，协调有资质的市场，通过减免费用、延长租期等方
式，引导马路游商进入市场规范经营。如今，西头道街秩序井然、干净整
洁。

呼伦贝尔市被批准确认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以来，海拉尔区按
照“全方位、高标准、常态化、精细化”的目标要求，深入开展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 截至 4 月，共拆除违建 6668 平方米，完成城区 34 条街道 4231 块
牌匾整治。

当好城市“管家”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宝日温都尔嘎查地处
浑善达克沙漠的腹地。为了保护这片赖以生存的
沙地草原，牧民额尔登孟克经过近 10 年的艰苦探
索，终于找到一条既能增收致富，又能保护生态环
境的新路子。

“我的致富理念就是牵住牛鼻子，减少生态环
境的压力，争取生态和经济的双赢。”额尔登孟克
如是说。但是，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说来容易，做
起来却异常艰难。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养牛当然
没问题，可是周围的牧民不这么做，一个人的努力
也有可能付诸东流。

让额尔登孟克兴奋不已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7
年。当年，锡林郭勒草原的决策者们敏锐地认识到
养羊对沙地草原造成的生态压力，结合全盟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羊增牛”战略，提出并大力实
施了“沙区禁羊”政策。“这个‘沙区禁羊’太好了。

现在我们嘎查牧户全部处理了羊群，都养起了优良
品种的牛。虽然实施不到一年，但是在今年的休牧
期效益就很明显了。”额尔登孟克欣喜地说道。

在探索沙区养殖业发展的道路上，额尔登孟
克几经波折，在从养羊向养牛转变的过程中，他不
断对比，发现对于牧草短缺的沙区来说，养羊需要
花费高昂的草料钱，并且踩踏还严重。现在转为
养牛虽然缩小了养殖规模，但收入却比以前高
了。2017 年，额尔登孟克家出栏 48 头牛，实现 35
万元的收益。转变养殖结构的同时，他坚持每年
从 6 月到 11 月份进行放养，其余 7 个月全部进行
圈养，有效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植被恢复。

为了畜种的优化，额尔登孟克去年只留下了
25 头牛。今年，他准备引进 20 多头优质的良种
牛，这样的话，不仅能节省劳动力，还能加强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

同样是对沙地进行保护和改善，牧民们的做
法殊途同归。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查干乌拉嘎
查的白银海通过植树造林，让草场恢复了绿色，为

畜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来到他家时，记者
看到房前屋后大片俊峭挺拔的杨树林像坚强的卫
士守护着这片沙地。在离他家 10 多里的沙坡被
满坡的杨树、红柳和黄柳等植物覆盖，刚刚展露的
嫩绿新芽，给这片贫瘠的沙地带来勃勃生机。2000
年以前，白银海家的草牧场由于气候干旱及过度放
牧，植被越来越少，沙化面积不断增多，生态环境日
趋恶化。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从 2000 年
开始，白银海跟随父亲和家人开始植树种草，经过
18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将自家的 2565亩沙化、半沙
化草场治理成杨树成片、沙蒿遍地的优质草场。生
态环境的恢复，对畜牧业的发展帮助良多，2017年，
他家接了 30 多个牛犊，出栏的良种西门塔尔牛收
益良好，一年的纯收入达到20余万元。

白银海说：“虽然我家草场生态恢复得不错，
但沙地草原生态脆弱的属性没变。因此，今后我
家还按当下盟里的政策，坚决禁羊，发展牛产业，
把握好牲畜头数和草场载畜量的平衡点，争取经
济和生态双效益的最大化。”

正镶白旗：“沙区禁羊”带来经济与生态双赢

本报巴彦淖尔 5 月 16 日电（记者 韩继旺）“五一”小长假，五原县隆兴昌镇
隆盛村设施农业园区吸引来一拨又一拨休闲采摘的客人，这里产的黄柿子皮薄、
肉厚、籽少，深受许多外地游客的青睐。菜农赵引娣在大棚里种黄柿子有 10 来
年了，每年都会安排种植 1 棚秋冬茬黄柿子，一茬下来能收入 4 万多块钱。她乐
呵呵地说：“咱这个黄柿子自己留种，施的都是有机肥，种出来的黄柿子营养价值
高，吃起来沙甜可口，是纯绿色有机食品。”

五原县黄柿子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2014 年通过了农业部地理标志认
证。为了放大这一特色农产品的增收效应，该县通过采取提高棚室质量、梯次种
植、推广先进栽培管理技术等措施，稳步提高黄柿子的种植面积和质量，使之成为
种植户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之一。截至目前，全县黄柿子种植面积达 3000余亩，
亩均收入都在 4万元至 6万元。产品上市时间从 4月中旬一直延续到翌年 1月，基
本实现了全年供应，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远销包头、银川、北京、深圳、海口等地。

五原县地处河套平原腹地，有耕地 230 万亩，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近年来，
该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牢牢抓住农业这块“金字招牌”，下大力
气培育壮大设施农业、肉羊产业、葵花产业、“七小产业”、草产业、文化旅游业等
6 大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增加农民收入、极具地域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017 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573 元，年均增长 8.8%。

目前，五原县设施农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依托蒙草、锄禾、祥瑞、其田等
公司，带动全县发展设施农业面积8.3万亩，总产量近8万吨，亩均效益3万元以上，培
育了五原黄柿子、“灯笼红”香瓜、其田火龙果等一批知名品牌。引进青青草原、力农、
巴美等公司，带动全县肉羊饲养量突破500万只，形成了集饲料加工、种羊繁育、羔
羊育肥、沼气发电、屠宰分割、有机肥制造、冷链物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循环经济全
产业链，建成年出栏百万只肉羊生产联合体。依托葵花种子旗舰级企业三瑞公司，
建成全国最大的葵花种子交易市场、全国最大的葵花籽交易中心、全国最大的葵花

种植基地，年交易量突破35万吨，成为全国向日葵产业示范基地。“七小产业”特色化
发展。五原县围绕小杂粮、小杂果、小瓜菜、小菜籽、小食品、小家禽、珍稀养殖7类产
品，相继建成了“灯笼红”香瓜示范园、祥瑞花菇种植园、中储草苋草种植园、联星奶山
羊养殖园；金草原肉牛养殖园、润海源种鸡繁育园、塔尔湖联丰特色养殖园快速推进，
发展特色产业村100个，水产养殖3万亩，创建全国渔业健康示范县。草产业生态化
发展。引进蒙草公司建成产业融合示范馆 1座、草业育苗温室 8栋；引进中储草公
司，种植籽粒苋草、饲草甜高粱、饲草玉米等饲草1.2万亩，发展生态循环养殖业。文
化旅游业全域化发展。五原县依托河套农耕文化品牌，建设了河套农耕文化博览
苑、宇鑫温泉水世界、万字会堂仿古步行街、黄河至北等18个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了
葵花小镇、“灯笼红”香瓜特色小镇、巴美肉羊小镇等100个产城融合的“农字号“特色
小镇，782个村组建成绿色田园和留得住乡愁记忆的民俗文化村庄，实现了生产、生
活、生态的同步改善。五原县也荣获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称号。

五原县：以农业“金字招牌”走出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16 日讯 和林
县通过 100 多个电商服务站把和林县村
民的羊、昆都仑莜面、二月兰亚麻籽油等
当地特色品牌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前几日，笔者来到和林县西咀子村村
民杨福兵家，杨福兵正在忙着清理羊舍，他
告诉记者：“我从2017年7月开始就通过电
商平台卖羊，卖了600多只羊，比平时多卖
出 5万多块钱，这几天来上门收羊的人挺
多，我还是打算留在电商平台上卖，因为在
电商平台上卖羊，价格能高一些。”

通过电商平台受益的还有该县脑木
七太村村民杨俊才，他经营的二月兰亚
麻籽油，就是在当地电商平台和政府的
帮 助 下 注 册 的 ，还 通 过 了 国 家 ISO 认
证。杨俊才告诉笔者，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额有了很大的提高，4 个月时间销售
额就超过 10 万元，现在，网上销售的比
例占到总销售额的 50%左右。

杨富兵的羊、杨俊才的二月兰亚麻籽
油都是通过离家不远的电商服务站卖出去
的，去年以来，这些电商服务站把相对分
散，配送成本高的地方农产品整合起来，免
费帮农民、合作社代卖，还新开通了冷链运
输服务，生鲜农产品也能配送上网了。

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的和林县，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出台系
列措施，进一步鼓励电商企业进乡村。该
县重点对各乡镇农民、返乡大学生、妇女、
退伍军人、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了电子商务知识集中培训；在前期多次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该县经信局联合陈家夭
村两委、县电商协会，在陈家夭村举办了
第一届野生蘑菇、山茶网络采摘节，旨在
通过互联网营造浓厚的乡村旅游氛围，扩
大农村特色产品影响力，并通过电商带动
增加农民收入。截至目前，和林县 100多
个行政村的 20多家农牧业合作社已经与
电商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建成 107个村级
电子服务站点，其中农村淘宝 61个、乐村
淘26个、金耕网 20 个。 （韩新梅）

和林县电商服务站让
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本报记者 郝雪莲

5 月的伊金霍洛旗阿腾席勒镇处处
生机盎然。红海子湿地公园里油杉吐
绿、碧波荡漾、候鸟飞翔，大人和孩子们
在湖边沙滩上散步、嬉戏，尽情享受着

“城市绿肺”慷慨的馈赠⋯⋯
红海子是伊金霍洛旗阿腾席勒镇的

“城市绿肺”，有东红海子和西红海子两
片水域。以东西红海子及周边绿地共同
组成的红海子湿地公园占地约 26 平方
公里，对维护当地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
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 3 月，该
旗启动了连接“三河两湖”、内外循环的
环城生态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按照水资
源、水环境、水景观“三位一体”的城市水
系综合治理模式，打造“水在城中、城在
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宜居环境，从而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城市。

环城生态水系综合治理工程主要包
括排洪沟综合治理工程、东西红海子河
道治理工程和掌岗图河道综合治理工程3
大块。由东红海子至乌兰木伦河的排洪
沟治理工程，在保持排洪沟原有功能基础
上，将部分河道拓宽以新增水域面积。目
前已挖建水域总面积为 57 万平方米的 8
个大小不同的景观湖，分布在阿镇城市绿
地、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等地，随着水域周
边基础设施配套功能的完善，可让居民感
受到“水在城中”的舒适环境。

据悉，待环城生态水系综合治理工
程所有项目建成后，该旗将新增水域面
积 137 万平方米，人均新增水域面积 9
平方米，中心城区水域面积将达到 1880
万平方米。该工程的实施，不仅能提高
城市中水和矿区疏干水的综合利用率，
促进河湖水质环境的净化改善，而且能
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宜居品质，实现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伊金霍洛旗
“水在城中”呼之欲出

■亮点

■小康路上

■图闻

海拉尔大桥街景海拉尔大桥街景。。

王闯和队友帮助刚王闯和队友帮助刚
刚出摊的刘洪择菜刚出摊的刘洪择菜。。

■信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