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鄂尔多斯 5月 30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赵冬霞）5月 20
日，记者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胜店
村田野看到，“咔嚓！咔嚓！……”伴随
着机器的响声，一排排 20公分高的苗
木被整齐地种到地里了。这一新技术
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
率，也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加速器。

在田地里来回穿梭的是一台蛋白
桑点播机，机器由1人驾驶，后面小拖斗
坐一排4人分别向8个白色柱状桶内投
放苗木，机器驶过，4排蛋白桑苗木种到
地里，随后，利用维蒙特喷灌进行跟浇
定值水，整个流程快捷有序。

近几年，准格尔旗农村在转型升级
浪潮中，走出一条农业新型发展道路，
催生了农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
位于十二连城乡兴胜店村的准格尔旗
三永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从安徽
引进新品种蛋白桑，采取以“龙头企
业＋党支部＋合作社＋基地”模式。“此
次试植由公司承担种苗、机械、技术、收
割、收购。我们先试种125亩，成功后就
可以大规模推广。”鄂尔多斯众成准农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侯飞说。

据了解，蛋白桑是一种功能性饲
料，能够替代抗生素，可有效提高畜禽
免疫力和肉类品质。蛋白桑饲喂畜禽，
可节约30%左右的养殖成本，通过延长
产业链可生产绿色无抗畜禽产品、食
品、保健品及药品开发，利润可成倍提
高。蛋白桑一次种植 35年收割，只需
施肥浇水，初步预计第一年收成每亩
1.5—2吨，收入接近玉米；第二年每亩
达到4吨，纯收入每亩能达到1200元，
效益可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社引进
这个项目，此植物含有高蛋白，能喂
羊、喂鸡、喂牛，可把散养农户整合成
规模化养殖，结合乡村旅游和采摘自
驾游，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休闲、观光、
采摘和种养一体，以养带种，以种带
养，种养结合的模式，乡村振兴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可让农村增绿、产业增
强、农民增富。”兴胜店村党支部书记、
准格尔旗三永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张三永说。

新品种蛋白桑
助推村民种养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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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5月 30日电 （记者 吕学
先）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建立对重点贫困户
因懒致贫观察鉴别和动态管理系统一个多
月来，从制度层面为贫困户划出行为准则，
这一作法对在扶贫工作中实现“志智双扶”
具有推广意义。

在扶贫政策面前，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
想严重。为了把扶贫和扶志结合起来，怀朔镇
建立对重点贫困户因懒致贫观察鉴别和动态
管理系统，将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动态监测
户纳入监测范围，制定了“因懒致贫”8条鉴别
标准，包括本身有劳动能力，但不务农事、不积
极发展政府补贴的扶贫产业，导致无收入；在
村内居住，有劳动能力却人为闲置承包土地的
家庭；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
绝劳动部门及镇村提供的就业机会；对国家救
助的扶贫物资低价转卖，或将国家救济款用于
高消费等等。通过摸底甄别，对存在“因懒致
贫”的人员进行教育引导，经反复工作无效的，
将直接取消或清退出贫困户系统。

固阳县

对“因懒致贫”重点贫困户
实施动态管理

□韩茹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适
度规模经营，今年，达拉特旗探索出“代耕代种”的
新路子，在8个乡镇率先试点，已经有2万亩土地
实现代耕代种，让1000多户农民当起了“甩手掌
柜”，他们不用自己种地，却照样有收益。

代耕代种模式之前，农户都是分散经营，耕作
模式较为单一，比如行距、品种等问题始终不能统
一；代耕代种模式之后，分散经营的情况正在进一
步改善，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

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刚平整过不久的
一大片玉米田边，有几台播种机在田间地头紧张
地忙碌着。内蒙古天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张勇给笔者作了一下对比，他说：“正常情况下，
2000亩土地可能有200户农民在经营，每家经营
20—30亩；代耕代种之后，2000亩土地可能有
10个人就够了。”这种经营模式，既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又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农民全面增收奠

定了基础。
据了解，代耕代种模式，农民需要首先将自家

土地交给公司集中耕作，农户只需向专业种植公
司上缴每亩地大约600元的成本费，由企业实行
统一管理、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提供农资、统一
服务、统一经营。这个方案一出，很多村民积极响
应。树林召镇林原村20多户农民，与内蒙古天洲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300多亩的土地代耕代
种合同。

林原村村民张俊义说：“我年龄大了，地里的
农活儿干不动了，把土地交由专业种植公司统一
经营，自己养点猪、羊，还能额外挣点钱，也不耽误
我哄孙子。”他的这番话，道出了所有参与代耕代
种村民的心声。

林原村的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为农户提
供降本增效的耕作方案，打破地力产出的天花板，
实现科学种田。不仅解决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家中缺少劳力的后顾之忧；同时，还给一些有劳动
能力、不愿意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村民张小蛇今年66岁，自幼务农，一辈子在土

地上刨生活。今年，他的5亩土地交给了内蒙古天
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理，还被企业聘为种植技术
员。张小蛇告诉笔者：“以往包出去每亩地才挣300
多元，减去玉米补贴，也就200多元。现在，把土地
交由专业种植公司打理，每亩地公司也就收600多
元成本费，年终下来，肯定比包出去的收益多。代
耕代种后，不仅原先种地的收益有保障，我在企业
当技术员，每天还能挣120元的工资。”

相比土地流转，代耕代种这种模式，土地的经
营权和承包权还都属于农民，农民还可以选择外
出打工，可以从事第三产业，农民有地不心慌，解
放了劳动力，又降低了成本，农民的收入来源也增
多了。

如今，在达拉特的田间地头，轰隆隆的农机正
在田里往返作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农业
技术发达、规模农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将土地交由
专业种植公司实施代耕代种模式，年底分收成，公
司与农民之间关系转变为共同致富关系，大家“利
益均沾，风险共担”，既做大做强了集体经济，又保
障了农民收入。

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 有地心不慌

企业代耕代种 1000多户农民“坐享其成”

■风信子

本报乌兰察布 5月 30电 （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5月
24日，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玫瑰营镇的“蒙天然合作研究基地”，一身白
大褂的韩红艳博士与其他研究人员正在给奶绵羊进行瘤胃瘘管手术。“注
意小心别碰到它的伤口……”研究人员精心呵护着这些奶绵羊。

据了解，这些长得‘胖乎乎’的绵羊，就是从新西兰远道而来的东弗里
斯奶绵羊。目前，已有从新西兰引进的纯种东弗里斯奶绵羊 200 余只，受
体小尾寒羊 2000余只，东弗里斯羊与小尾寒羊的杂交一代 1000余只，已形
成国内最大的东弗里斯羊及其杂交后代群体。基地将于今年进行纯种东
弗里斯羊的扩繁和杂交二代群体的生产，并与 2019 年开始绵羊奶的试生
产。

蒙天然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8月，公司致力于东弗里
斯奶绵羊优秀种质资源的引进、乳肉兼用奶绵羊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开

发。公司前期将纯种东弗里斯羊的扩繁和乳肉兼用高产奶绵羊新品种的
培育为工作重心，争取 3年之内将纯种东弗里斯羊扩繁到 5000 只，成为内
蒙古乃至中国的东弗里斯羊种源基地；在 5年之内通过东弗里斯羊与小尾
寒羊的级进杂交和横交固定，培育出乳肉兼用高产奶绵羊新品种。

“绵羊奶口感好，营养价值很高，被誉为‘奶中之王’，绵羊奶的乳脂、乳
蛋白、维生素含量和钙含量等各项指标均优于山羊奶和牛奶，且不会引起
乳糖不耐受症，特别适合婴幼儿和中老年人群体，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蒙
天然技术场长张功一边带我们参观奶绵羊一边胸有成竹地说。

“东弗里斯羊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奶绵羊品种，被称为‘绵羊界的荷斯
坦’，年泌乳期可以达到 210 天至 230 天，产奶 500 升至 800 升，而且体型
大，生长速度快，产羔率达 230%，是我们发展奶绵羊产业的理想品种。”重
点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郑重博士介绍，“我们将利用现代繁殖生物技术和

分子育种技术，扩大群体规模并不断提升群体生产性能，以满足新品种培
育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郑重博士还坦言，“我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化的奶绵羊品种，奶绵羊产业
也无从谈起。我们引进的是全球最优秀的奶绵羊种质资源，目标是利用蒙
古羊与小尾寒羊培育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奶绵羊新品种，实现绵羊养殖
业的转型升级和羊奶产业的创新发展。”

谈起奶绵羊，公司后勤负责人高富威十分感慨：“我之前听说老板要投
资那么多钱搞这个奶绵羊，我和公司好多人都不同意，现在发现我们错了，
这羊长得又快又好，在内蒙古大学专家的技术支持下，我们的项目已经取
得很好的成果。公司今年准备再投资 1000 万，扩大现有养殖基地的规
模。我们也希望有识之士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共同将内蒙古的奶绵羊产业
做大、做强，让中国人都能喝上内蒙古生产的高品质绵羊奶。”

让中国人喝上内蒙古的高品质绵羊奶
■亮点

■信息吧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影报道

5月16日，大兴安岭林区毕拉河林业局对虫灾严重的26万亩森
林开始进行飞防。此次飞防的地点就在去年5月2日发生过森林火灾
的大兴安岭林区南部毕拉河林业局生态功能区，受火灾影响，这片过
火森林发生严重虫害。根据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森防总站统
一部署，决定采取飞机防治，进一步有效控制其向周边森林扩散和蔓
延。

据统计，此次虫害发生面积26万亩，害虫种类主要为落叶松八齿
小蠹、云杉小墨天牛、云杉大墨天牛等，虫口密度达120头/1000平方
厘米，相当于正常年份的10倍。由于道路交通不便，人工防治难度
大，成本高。为此，在大兴安岭林管局森防总站的统一调度下，决定对
这片过火森林进行飞防。

执行本次飞防的飞机型号是运-5，一次可以装载灭虫药物600
公斤，重点防治蛀干害虫小蠧、天牛等，待天牛进入活跃期，还将进行
第二次飞防，两次累计飞防森林面积52万亩。

毕拉河26万亩森林实施飞防

□本报记者 贺喜格宝音

初夏的草原红城骄阳似火。5月23
日记者走进乌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
业园区。

该园区新民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徐
振国和老伴吕凤英逢人便说：“非常感
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全家人第二次生
命，没把我们撇下，真心实意帮我们。”

徐振国一家四口是低保贫困户，老
伴吕凤英先天肢体四级残疾，大儿子徐
庆君2016年患上了脊髓空洞症，瘫痪在
床，现已 15岁的孙子徐铭聪患有癫痫
病，被鉴定为智力言语一级残疾。

为提高帮扶实效和脱贫质量，斯力
很现代农业园区为848户 1558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分别“量体裁衣”定制了产
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
和保障兜底等具体帮扶措施。其中意
愿选择发展产业462户 961人；意愿选
择政策兜底377户 570人；意愿选择易
地扶贫搬迁535户1051人。

园区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有
效补齐贫困群众“精神短板”，让更多困
难群众脑子“富”起来，心理“热”起来，
身子“动”起来，摒弃等、靠、要等不良思
想，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
依靠政府扶一把，自己努力一把，创造
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徐振国一家是因病、因残、因老等
多种原因导致贫困的一个典型。结合
他家无劳动能力的实际，定制了政策兜
底和光伏分红等叠加帮扶措施，使这家
人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目前，园区贫困人口按照“五个一
批”贫困退出标准，贫困群众或是依托
增收产业，或是通过政府保障兜底，或
是享受资产收益等帮扶政策，正朝着全
面小康目标大踏步前进。

党和政府没把我们撇下

■图闻

本报锡林郭勒5月30日电 近日，多
伦县为49名贫困母亲发放2018年“幸福工
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款98万元，人均
2万元。

多伦县“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是
中央财政支持的全国6个项目点之一，于2012
年实施。该项目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贫困
母亲为救助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的目
标，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
脱贫”的模式，激发贫困母亲参与生产劳动的热
情，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596.5
万元，救助贫困母亲 297 人次，受益人口
365人。 （曹振海）

多伦县

为贫困母亲发放项目款98万元

本报呼伦贝尔 5 月 30 日电 （记者
刘玉荣）5月 22日，“绿化祖国·低碳行动”
2018年内蒙古大兴安岭义务植树活动启动
仪式在根河林业局举行。

自林区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完成人工更
新造林2000余万亩，年新增碳汇3000万吨
以上，林区形成了一个碳储量为17.4亿吨的
巨大储碳库，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完成了
6个碳汇试点项目。下一步，林区将继续以
生态保护建设为根本，推进林区转型发展，
构建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体系。

本次活动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内蒙
古林业厅、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主办，300余人
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共栽植樟子松、白桦、丁
香等6个树种共11713株苗木。活动期间还
举行了绿化祖国低碳行动座谈会。

大兴安岭

义务植树活动启动

本报锡林郭勒 5 月 30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5月22日，在苏尼特左旗医院
贫困人口体检登记室，医务人员正在为前来
体检的贫困人口录入相关信息。

当天，苏尼特左旗财政局副局长、查干
敖包镇巴彦乌拉嘎查第一书记乌云格日勒
告诉记者，为了有序和安全地让帮扶嘎查的
牧民前来体检，单位租用了1辆客车，将牧
民们从嘎查接到旗里，并一大早带领20多
位牧民前来体检。

据悉，从5月中旬开始，苏尼特左旗为
建档立卡的456户1396名贫困人口提供免
费健康体检项目。全旗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序前往指定医院进行健康检查。

此次活动的开展，医疗单位不仅为贫困
人口提供疾病预防，包括常见病、多发病、妇
幼保健的诊治以及疑难重症病例的会诊、转
诊等医疗服务，还给他们送来医疗健康新理
念、新知识，让他们真正得到了健康扶贫政
策的实惠。

苏尼特左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体检
调结构 促增收

5月 24日，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农民进行水稻
插秧。近年来，扎兰屯市不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投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旱改
水”“水改旱”进行农业种植，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韩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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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影报道

5月 27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乌海市海勃湾区东山北社区党委联系辖
区学校到乌海市国防教育中心开展体验
活动，让孩子们过一个带着浓浓军味的儿
童节，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新落成的乌海市国防教育中心，孩
子们亲身体验了在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坦
克、机枪等武器，并观看了战争与和平的
宣传片。半天的参观体验，孩子们都深深
地震撼于军事战争的可怕，庆幸自己出生
在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和平国家。

“军味”浓浓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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