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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补记

上世纪80年代，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作为草牧场“双权一制”典型，率先在全
区完成了草牧场承包到户。草牧场管理
体制根本性的转变，打破了草原“大锅
饭”，调动了农牧民建设保护管理草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该旗按照草牧
场确权要求完成草牧场确权工作，大面积

沙化退化草场，依法通过流转获得使用
权，通过自主建设和治理，获得了可观的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
该旗形成并逐步推广种植优质牧草、养殖
优良品种家畜的草畜一体化全产业链模
式，使得沙化退化草场区域的农牧民生产
模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发展

优质牧草产业之前，由于草场退化沙化严
重，草牧场流转费用非常低，甚至有些地
块根本无法利用。优质牧草产业发展起
来后，草场流转费用大幅提升，每亩沙化
草场流转费由几元飙升至上百元。近几
年农牧民流转草场面积达60万亩，流转
草场收入达到3.38亿元。

建设节水灌溉人工草牧场，使阿鲁
科尔沁旗沙化、退化草地直接得到治理。
建设前严重沙化草地牧草种类主要是一
年生杂类草，通过混播改良，多年生牧草
种类增加5种以上，植被盖度由不足10%
提高到90%以上。通过人工种草建立的
放牧型牧草基地，在喷灌条件下，亩产草

量达到350公斤以上，放牧季节每亩草地
可饲养2个羊单位以上，是项目区天然草
地的20倍。养殖户牧草供应充足，实现
了增草增畜，节约了饲养成本，拉长了草
产业链条，改变了过度依靠天然草场的传
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为养而种、草
畜配套和高标准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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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走进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
呼和格日嘎查，一望无际的草地铺成
绿色的海洋，各色野花点缀其间。蓝
天白云下，牛羊成群，行走其间。

“这1100多亩草场3年前还是寸
草不生的沙地，现在长满了人工种植
的优质牧草。7月初，草场刚割了一岔
儿，现在又长起来了。”嘎查牧民达巴
宁布指着自家草场说道。

循着达巴宁布手指的方向看去，
除了偶尔出现的杂草外，草场上的牧
草如同播种的庄稼一般一行行整齐排
列，草场深处还伫立着几台指针式自
动喷灌机。

“人工种草，草好、畜好、效益好！
过去这里 50亩沙地才勉强能养一头

牛，现在有2亩草地就够了。人工种植
的牧草密度高、营养价值丰富，牛群只
要上下午在里面各吃上两个小时草就
得赶出来。”达巴宁布说，以前草场经
常遭遇旱灾，饲草料紧缺，现在草场种
上了优质牧草，配套了大型喷灌设备，
牧民们划区轮牧，不仅解决了当地及
周边地区饲草料紧缺问题，还为牧民
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阿鲁科尔沁旗地处干旱、半干旱
地带，十年九旱导致天然草场的产草

量逐年下降，草原生态逐年恶化，饲草
料缺乏给当地畜牧业生产造成了极大
损失。”阿鲁科尔沁农牧业局副局长贾
天才介绍说，该旗从2008年起积极探
索生态建设和增加农牧民收入双赢的
建设模式，在严重沙化草地生态治理
和美丽牧区建设上，大力发展节水灌
溉混播人工草地划区轮牧，推广高标
准人工草地建设，提高牧草保障能力，
增加饲草料有效供给，为当地轮牧、休
牧、禁牧措施的落实提供了有力的物

质保障。
达巴宁布就是其中受益的典型

户。
2016年春天，在旗农牧业局政策

扶持下，达巴宁布投入15万元赶在解
冻之前将1100多亩沙地平整完毕，并
划分了面积分别为 400 亩、200 亩、
217亩、325亩的4个轮牧区。达巴宁
布利用旗农牧业局提供的 60多万补
贴，为每个小区配备了一台指针式自
动喷灌机，实现灌溉无死角。当年 6

月，草场播下农牧业局免费提供的具
备耐寒、再生性强、高产优质等特点
的无芒雀麦、苜蓿、羊草、沙打旺、冰
草、披碱草等牧草品种。7月下旬，牧
草长势旺盛，达巴宁布便开始在小区
内轮牧。

“每年5月15日至10月15日为轮
牧期，每个轮牧区放牧6天，24天轮回
一次。这样草场不仅能够得到有效保
护，一年还能打两次草。10月下旬，我
就把牛群赶到流转的玉米地吃秸秆，
再补饲些夏天打的草。”达巴宁布说，
人工种植的牧草营养丰富，养殖母牛
的受胎率也相应地提高，现在母牛基
本保证每年一胎。

“这两年，我家每年都能产100多
个牛犊，毛收入120多万元，比以前增
收 40多万。”达巴宁布说，2016年之
前，自己最多养殖不超过一百头肉牛，

现在养殖规模已经突破200头。由于
草场好，牛群膘情好，每头牛比过去增
收4000元左右。

“一亩人工草地可以顶替15—17
亩的天然草场，我们在旗里推广的小
面积高标准人工草地建设不仅能避免
草原沙化退化，更为农牧民拓宽了增
收渠道。目前，阿鲁科尔沁旗高标准
人工草地建设面积已经达到 110 万
亩，人工草地的草产量，相当于全旗
1000多万亩天然草地的产草量，从根
本上解决了畜牧业缺草压力，使更多
的天然牧草地有机会得以自然修复。
此外，高产优质牧草养殖出的牛和羊，
质量和效益远远高于天然草场，旗里
的畜牧业也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贾天才说，阿鲁科尔沁旗节水灌
溉高效人工草地建设项目，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人工种草，草好畜好效益好！”
小康故事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玉连

尽管天气已入秋，巴彦淖尔市的
草原上有了些许凉意，但这丝毫不影
响牧民吉仁尼格的大好心情。

“8月初，自家的商标‘岙日汗’刚
刚获批，这意味着我们的羊绒产品有
了自己的品牌，以后就可以走品牌路
线了。”看着眼前的几只二狼山白绒
山羊，吉仁尼格自豪地说道。

吉仁尼格的二狼山白绒山羊情
节，还要从16年前说起。

今年49岁的吉仁尼格是乌拉特
中旗温更镇巴音海日嘎查的牧民。
2002年，吉仁尼格毅然放弃了在外打
拼，返乡创业养起来了二狼山白绒山
羊。“刚开始也不是很懂行，眼看着满
圈的羊就要出栏了，却没有商贩来收
购，羊绒也卖不上好价钱，我心里是

真着急。”吉仁尼格说，
后来，吉仁尼格发现是因为过度

养殖导致的结果。面对这一情况，他
开始在培育二狼山白绒山羊的优良
品种上下功夫，先后到新疆、辽宁等
地考察学习。2002年，吉仁尼格一次
性投资4万元，从辽宁购进2只种羊，
对自家的畜群进行改良，培育出了体
质好、抗病强、肉绒产量高的二狼山
白绒山羊新品种。到 2004年，家里
的畜群初步见到了效益，羊的个体产
绒量由250克提高到450克，产肉量
平均提高了5斤左右，收入大幅增加，
年纯收入达到10万多元，成为当地养
殖优质白绒山羊领头人。

“以前养羊时候，一个羊平均抓
绒5到6两，改良后，一个羊能抓1斤
3两到1斤5两，绒厚了，细度也上去
了，算起来比以前每只羊多卖六七十
块钱。”吉仁尼格说。

2008年，听说新疆有人收购二狼
山白绒山羊种公羊。吉仁尼格决定
赌一回，跑一趟新疆，于是拉着100多
只种公山羊去了新疆，让人没想到的
是，当天就全部售出。这“一赌”让他
找到了更大的市场。

羊绒产量提高了，销路也得到了
解决。可是，饲草料成本的上涨又让
吉仁尼格犯了难。经过反复研究，他
决定尝试划区轮牧，先后投资40万元
转买（租）草场 3块，面积 2万多亩。
同时，把草场分成10块，将畜群分为
基础母羊、种公羊、蝎子羊、羔羊4类，
根据草场的长势和季节进行划区轮
牧，改变了过去羊群一季有草吃，三
季啃草根的状况。

2017年，吉仁尼格抓住国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投入180多万
元，与乌拉特中旗索伦肉类食品集团
公司合作，新建了 3000平米风干肉

晾晒车间，做起了蒙古族传统风干羊
肉生意。

“现在就在等风干羊肉生产的国
家标准出台了。为此，我已经多次拿
着样品去过北京了。有了生产标准，
我们的产品才能有更大的市场，走的
更远。”吉仁尼格说。

这些年，在抓好自己生产经营的
同时，吉仁尼格也没忘了乡亲们。他
手把手地教技术，并将饲养管理等方
法无偿传授给嘎查里每一位有意愿
养殖二狼山白绒山羊的牧民们。在
他的带领下，全嘎查绒山羊绒改良率
达90%以上。2017年，该嘎查人均纯
收入已达到1.6万多元。

“今后我还要带领牧民们一起，
不断开发关于二狼山白绒山羊的高
端产品，发展现代畜牧业，共同致
富。”说到未来发展，吉仁尼格充满
干劲。

吉仁尼格的白绒山羊情结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施佳丽）
近日，由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和内蒙古自
治区林业工作总站联合主办的京蒙区域
合作和对口帮扶林业科技扶贫培训班在
北京成功举办，来自全区7个盟市31个旗
县的50名林业站扶贫人员参加了本次培
训。该培训班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重点贫
困地区基层林业站业务人员培训，学习北
京市林业站体系工作中先进的做法及经
验，充分发挥林业独特优势，加快林业产
业发展，促进内蒙古重点贫困旗县区的农
民脱贫增收。培训班还现场邀请了众多
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辅导与现场教学。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为贯彻落
实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百县百社”振兴计
划，提升基层社发展质量，增强为农牧服
务功能，拓展为农牧服务领域。今年，阿
拉善盟供销合作社集中财力、整合资源向
基层供销合作社合理安排建设资金，共投
入财政资金50万元，新建和升级改造9个
基层社。据了解，新建升级改造后的基层
社将直接成为面向农牧民的综合性经营
服务组织，具有综合实力强、服务功能全、
与农牧民联结紧密的特点。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我们通辽地区的黄芪属道地药材，较
其它地区的产品品质佳、疗效好，近年来市
场销售前景也越来越好。今年，我们村里
又多种了1000多亩黄芪。”提到黄芪种植，
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西归力村兆瑞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兆玉颇有心
得。

起初，为了鼓励西归力村农民加入
合作社种植黄芪，兆瑞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不仅为入社农户提供生产资料，还
考虑到农户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
困惑和初期投入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每
户种植户提供1000元的资金支持。

“今年移栽下的黄芪苗，3年就能起
药材，每亩利润能达到3000多元，年底
还有 1000元的分红，这药材真是种对
了。”当地种植户刘红高兴地说道。

“我们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方式，对于没有种植条件的农户，可以把
土地以500块钱每亩流转给合作社，自
己再回来打工，收入也不少，我们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让农户多受益。”

兆瑞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
来，不断更新技术和品种。去年，在内蒙古
大学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的专家
技术指导下，合作社在西归力村及周边地
区种植了1500多亩黄芪。同时，合作社把
种植利润的50%—70%让利给农户，让村
民得到更大的实惠。“由于晾晒、初加工是
在冬天进行，村民们可以趁着农闲到合作
社打工。今年年底我们计划收购4000吨
鲜品，每斤加工费5毛钱，这样当地农户就
又多了一项收入。”徐兆玉说。

“我们合作社现在跟内蒙古蒙药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农户的药材由蒙药股
份有限公司直接收购，接下来，我们还要
在大林镇建设仓储加工生产线，进一步
做大做强我们村的黄芪种植产业。”说
起未来，徐兆玉充满信心。

“这药材真是种对了！”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晗）近
年来，自治区供销合作社通过开展土地（草
牧场）托管等综合性服务，积极拓展经营服
务领域，构建多元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以农牧业服务的规模化助推农牧业
生产的规模化。

自治区供销系统大力培育供销合作社
领办创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有企业、基层
社和农牧业生产大户，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积极参与推进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把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
引入农牧业，开发农牧业多种功能，延伸产业
链、打造供应链、提高附加值，促进农村牧区
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发展。同时，依托地方农
畜产品优势，在杂粮、畜产品、水稻等优势特
色产业领域，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牧户”的产业融合模式，通过股份联结、业
务合作、层级联系，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与
农牧民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解决
农牧民贷款难方面，自治区供销合作系统构
建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
综合平台，降低农牧业生产成本。

截至目前，自治区供销系统共实现土
地流转面积 44.87 万亩、土地托管面积
138.19万亩、配方施肥面积37.91万亩、统
防统治面积37.98万亩，辐射全区38个旗
县。

自治区供销社
构建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本报8月 20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来，呼伦贝
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实施“合作社+贫困
户”“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

“政府+银行+担保+龙头企业+贫困户”
“扶基金+惠牧政策+贫困户”4种模式，促
进贫困户持续增收。

该旗培育22家畜牧业产业示范合作
社推动畜牧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经
营，建立起“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吸纳500户贫困户以资产入股、投工
投劳、牲畜托养入社等方式获得分红收益，
贫困户户均增收2000余元。该旗还利用

“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采取自建直补、先建后补等方
式支持472户贫困户发展投资少、风险低、
见效快的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已经发展
蔬菜种植75.5亩，黑木耳种植145万袋，蒙
中药材种植100亩，生态鸡养殖7.28万只。

同时，该旗将金融扶贫作为增收的主
要渠道，通过“政府+银行+担保+龙头企
业+贫困户”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强化与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及扶贫龙头
企业合作，政府投入风险补偿金撬动贷款
近3000万元。贫困户带资入股龙头企业，
以不直接参与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方式
获取稳定收益。

该旗积极争取上级资金788万元，采取
“扶贫基金+惠牧政策+贫困户”模式，设立
产业扶贫专项基金，确保产业扶贫有长期的
资金保障和支撑，实现产业扶贫常态化、制
度化。落实惠牧政策帮扶，实施天然草原退
牧还草棚圈补贴项目64户、草原生态保护
补奖766户，累计发放各项补贴资金546.02
万元，直接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鄂温克族自治旗
贫困户持续增收有奇招

□本报记者 施佳丽

从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出发，沿穿沙公路驱
车驶进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只见道路两侧的金
叶榆、杨柳树、灌木丛组成的防风固沙林郁郁
葱葱，宛若一条绿色的飘带伸向远方。

在这条“绿飘带”沿线，万亩光伏产业园、仁
创沙漠水稻基地、洪涛有机山药园、诺民有机葡
萄园、王爷地肉苁蓉基地、圣牧高科有机牧场、
万泉湖旅游区等一处处生态绿洲如珍珠般洒落
在大漠腹地，让昔日黄沙漫漫的乌兰布和沙漠
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这里，林沙产业方兴未艾，
成为了促农增收、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

目前，巴彦淖尔市建立农牧民林业专业合
作社52家。其中，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
个，自治区级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5个。入
社农户1200户，经营林地1.5万亩，涵盖造林
管护、种苗生产、林下种植、森林旅游、野生动
物驯养繁育、科技服务和加工销售等业务。

（本组图片均由巴彦淖尔市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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