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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鲁

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区农牧业获得了积极发展，其中绿
色农畜产品特别是乳肉绒等优质特色

农畜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拥有了
一席之地。

有 句 老 话 说 ，“ 酒 香 不 怕 巷 子
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非常
激烈，大家都已经抛弃过时的理念，用
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谋求发展。近

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为把我区的绿色农畜产品推出去，自
治区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做好各
种服务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
积极搭建展销会等多种平台，为区内
外企业厂商产销衔接提供良好契机。

区内的绿色农畜产品获得了更多的了
解和肯定，一批优质产品和企业渐渐
打开了市场，获得了发展契机。

企业自身的努力固然很重要。同
时，如果各级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有效
地做好服务工作，利用政府的影响力

创造更多机会，把自治区绿色农畜产
品和相关企业从背后稳稳地推一把，
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我们产品是好
的，好在哪里，从而获得市场的充分认
可，这对于政府、企业和农牧民都是一
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形成走出去的合力

◎直播Live·ZHIBOLIVE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钱其鲁

“从8月到11月，锡林郭勒的羊进
入屠宰季节，公司设在锡盟的几个工
厂已经开始加工。同时，随着天气转
凉以及中秋、国庆佳节的到来，我们的
销售开始进入旺季。立秋以后，自治
区某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负责
销售业务的总经理助理李永光忙得不
可开交，接洽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联
系销售事宜……

李永光介绍说，公司最初就是老
板夫妻两人开了个位置偏僻的小店，
专门销售锡林郭勒盟的优质牛羊肉。
除了诚实守信经营，锡林郭勒盟牛羊
肉的品质是公司成功的最大保证。通
过二十几年的发展，该公司现在每年
仅牛羊肉销售额就达到了三四亿元。

“现在，政府也在积极帮助企业在

推广咱们自治区的优质绿色农畜产
品。借助政府组织的内蒙古绿色农畜
产品博览会等等展会，我们企业接洽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
扩大了销售渠道，提高了我们企业和
锡林郭勒牛羊肉的知名度。在这么好
的环境下，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扩大
规模，延伸产业链，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同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牧民致
富。”李永光说。

据了解，近年来，围绕打造国家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发展

思路，我区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工程方
兴未艾，可谓成果丰硕，亮点频现。尤
其是通过“借展入市”取得良好的推介
效果。

2017年9月，自治区农牧业厅组织
区内91家企业参加在北京市举办的第
十五届农交会，参展产品全部是有机、
绿色、无公害产品，涵盖粮、油、薯、乳、
肉、绒、林下和特色产品。现场销售额
128.8万元，比上年增长11%，贸易额
3.9亿元，比去年增长5.4%。我区5家
企业的 5种产品勇夺展会产品金奖；

“乌兰察布马铃薯”、“锡林郭勒羊肉”、
“五原向日葵”、“科尔沁牛”等4个农畜
产品品牌被农交会组委会授予“2017
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2013年以来，我区连续成功举办了
6届中国·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
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北京）展销会
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内蒙古绿
色农畜产品精品馆。在今年年初举办的
第三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北京）展销
会，集中展示了我区粮油、乳品、马铃薯
（蔬菜、瓜果）、绒毛、肉类、林沙特色、酒

品等7大产业共219家企业的1600多
种产品，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自
治区级龙头企业74家。展会历时4天，
现场交易额达到483万元，签订合同及
意向成交额突破8500万元。

今年，自治区农牧业厅还组织79
家龙头企业参加了广州国际食品食材
博览会，通过现场展示、参加烹饪大赛
和举办品牌推介会等形式，助力内蒙
古绿色优质农畜产品进入华南及港澳
市场。展会达成意向协议1.56亿元，
完成现场购销合同 862万元，向社会
公众展示推介了锡林郭勒草原肉羊、
科尔沁肉牛、乌兰察布马铃薯等6个区
域公用品牌。

6月 26日，自治区还在北京全国
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内蒙古优质农畜产
品推介会暨乌兰察布马铃薯专场。本
次推介会作为 2018年全国贫困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的组成部分，共

组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采购
商和我区112家农牧业企业参加，以
马铃薯为重点，集中宣传展示了内蒙
古各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受到了采
购商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其中，乌兰察布市的甜瓜、南瓜、
番茄等冷凉蔬菜均已签订购销合同，
四子王旗马铃薯协会也与北京蔬菜批
发市场达成30万吨的意向合同。

同时，为全力保证绿色农畜产品
的质量，我区以提高农畜产品质量为
主攻方向，坚持把优质“产出来”、把安
全“管出来”、把品牌“树起来”，不断完
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畜
水产品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

“十二五”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事件。截至2017年底，自治
区“三品一标”农畜产品总数达 2643
个，其中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89件，有
机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

“借展入市”让绿色农畜产品加速出区
小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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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本报记者 李文明

“癞蛤蟆真的让咱吃到了
‘天鹅肉’。你很难想到，养殖
癞蛤蟆的收入可不赖！致富
的道路也需要创新，比起传统
思路，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好思
路。”包头市土右旗海子乡高
才举村的润恒专业养殖合作
社负责人高月明一语惊醒梦
中人。

走进包头市土右旗海子
乡高才举村的润恒专业养殖
合作社，只见水稻田里一群群
黑色的蝌苗在灯光的照耀下
游来游去。在一旁投食的高
月明笑着说：“癞蛤蟆这东西
可精明了，看见灯光就知道是
有人喂吃，便会成群结队的游
过来！”

高月明说，自己在山东考
察时发现了蟾蜍养殖项目，一
公斤蟾衣、蟾酥的价钱都在两
三万元，收益是种地的几十
倍。

“根据我前期的考察，全
国蟾衣的需求量大概有 5、6
百吨，可目前全国的产量才80
多吨，市场前景很好。现在水
渠内28万只蚪苗现已基本长
成蟾蜍，9个月后将销往包头、
广州等多地药材市场。癞蛤
蟆的平均寿命可长达 30年，
说句实在话，只要癞蛤蟆不
跑，我的钱就跑不了！”高月明
笑着说，他购买的第一批种苗
目前成活率在80%以上，9个
月以后就能考虑取它们耳后
线的毒液——蟾酥及其蟾衣，
这些产品能治癌、助镇静、抗
肿瘤，药用价值很高，经济价
值也很可观。他的预期收入
十分可观。

据了解，高月明的蟾蜍养
殖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300万
元，占地面积 20000平方米，
产品不仅可治病救人，还解决
村内 80多人就业，能带动全
村经济发展，可谓是一举多
得。

“稻田蛙、蛙田稻，二者共
生互利，打绿色健康牌的同
时，还降低了养殖成本，属于
可循环农业。”高月明介绍说，
蟾蜍能吃掉稻上害虫、排泄物
可作水稻肥料，水稻能为蟾蜍
生长提供避阴晒息的场所，二
者共生共育、优势互补。稻蛙
共生模式为当地农民开辟了
一条增收新模式。

“癞蛤蟆
让咱吃到了‘天鹅肉’”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李晗）记者从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近年来，赤峰市
喀喇沁旗供销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为载体，
以农牧民为主体，以服务社员为宗旨，采取
订单、承包、产供销“一条龙”、代耕代种等多
种服务形式，通过开展土地托管、土地流转
业务，多管齐下满足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需
要。被农牧民称为“星级服务”。

赤峰市供销合作社组建成立喀喇沁旗
沃原农机制造厂，研制的玉米膜下滴灌精粒
播种机实现了播种、施肥、铺管、覆膜、化学
除草工作的一次性完成，取得了国家专利，
获得了自治区农机部门的推广许可，还被列
入进了自治区农机具购置补贴目录，目前已
销售400台。喇沁旗供销合作社利用合作
社和农户紧密的联系，与农户达成农机作业
协议，推广新技术，开展耕种机械作业5万
亩。

喀喇沁旗供销合作社充分利用合作社
拥有大量机械、机具的优势条件，以每亩
300元的价格，在乃林镇承包1000亩山地
耕种 10年，经过土地整理后，进行引水上
山。通过综合应用玉米膜下滴灌、种子精量
点播、测土配方施肥、化学除草、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技术，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机
具引进、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示范区建设
成为了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和
农民培训的田间学校，带动了先进农业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

喀喇沁旗供销社
为农牧民提供“星级”服务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张慧玲）记者
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近日，总投资9.2亿
元的尼尔基水利枢纽内蒙古灌区已经全面
完成工程施工，将于2019年投入使用。

尼尔基水利枢纽内蒙古灌区工程是国
家“十三五”期间172项重大水利建设项目
之一。整个工程区域都在大兴安岭南坡，是
我国第一个在高寒地区施工建设的大型自
流灌溉系统。为确保工程使用寿命，在施工
建设中从水泥到螺丝元件都要全部经过抗
极寒条件处理。投入使用后，呼伦贝尔市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30万亩旱作农田
将变成旱涝保收的高产水浇地。

本报锡林郭勒9月3日电（记者 张慧
玲）近两年，高温干旱等天气异常频发，气
象因素对农牧民生产生活和收入产生巨大
影响，造成一部分牧民因灾致贫返贫。就
此情况，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政府积极
同中国人寿保险合作，以“政府买扶贫牲
畜保费、保险公司来赔付”的形式，合力
推行保险行业助推草原牧区脱贫攻坚工作
的扶贫新模式。

据了解，双方签订协议，每只羊的投保
费为10元，投保期为一年。其中，雪灾保费
7.6元，旱灾保费为2.4元。单位保险金额按
照保险标的遭遇雪灾、旱灾时消耗饲料成本
的一定比例为每只羊赔付 125元，每头牛
150元。现全旗7个苏木镇572头，全旗7
个苏木镇572头牛、15351只羊获投保金额
达到546330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玉连

“现在正好是草原旅游的旺季，旅
游区内给游客提供骑马服务的牧户有
20来户，每匹马在旅游旺季都能挣1.5
万元。”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温根塔
拉草原旅游区总经理高勇说。

2010年，从事旅游行业多年的高勇
带着4年里赚到的钱和开发蒙元文化旅
游风景区的梦想，回到了家乡，盖起了
蒙古包，建立了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

“当年家乡的旅游业还没有现在这
么系统化，人们的旅游意识还比较淡
薄，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问
题，靠什么吸引游客？”经过多次市场调

查和对家乡人的了解，高勇决定先从饮
食入手，挖掘、打造一些蒙古族特色菜
肴，用餐饮带动旅游业。

请教当地老牧民、查阅资料……在
高勇的潜心挖掘之下，很多已经从人们
视线中消失的蒙古族传统美食又被重
新端上了餐桌。比如温根塔拉草原的
酸奶，是用砖茶和牛奶熬制的草原咸奶
茶制成，味道香浓，别有风味；草原风干
牛肉，是用生的牛肉放血后挂着风干制
成，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牛肉本来的味
道，可以直接食用。除了美食，高勇还
特别设计了哈达敬酒、牛角敬酒、下马
酒等仪式。凭借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
风情和地道传统的蒙古族美食文化，高
勇的生意越做越火。

2016年，为了延伸旅游产业链，高
勇在距离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10公里
的地方开发了温根峡谷。温根峡谷内
有涓涓的水流、奇异的怪石，给峡谷增
添了神秘与深邃，每一处奇特的巨石景
观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高勇将这些
珍贵的具有蒙古族文化特点的传说和
故事记录下来，将温根峡谷打造成一个
令人向往的探险秘境。在高勇的努力
下，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渐渐走向成
熟，2013年，景区被自治区旅游局评为
国家2A 级旅游景区、五星级乡村旅游
接待户；2015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
国乡村旅游示范点，高勇也被评为全国
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2016年，该景区
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2017年，被

巴彦淖尔市教育局评为民族文化教育
基地。

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的开发和经
营带动了周边牧民增收致富。高勇鼓
励牧民们组成马队，为游客们提供骑
马、套马表演等服务，牧民们加入马队
的400多匹马每匹每年可收入1万多
元。景区的餐饮业也让周边的牧民收
入颇丰，游客们最喜欢的就是牧区的绿
色羊肉，高勇每年都会高于市场价向牧
民收购 600多只羊。此外，景区的厨
房、客房服务人员，观光车司机，讲解
员，艺术团演员也几乎都是当地牧
民。“景区的好生意带动了牧民增收
致富，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看到家乡
的人们高兴，我也高兴！”高勇笑着说。

温根塔拉草原的产业致富很特别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摄影报道

初秋，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微黄，蓝天白云下牛
羊成群。额尔古纳河畔，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
黑山头镇六卡牧民王学金正骑着摩托车沿着边境
线巡逻。

10年前，王学金从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上搬到
六卡。由于六卡地处中俄边境，王学金的家成了边
境流动哨所。他每天拿着羊鞭，一边放牧，一边放
哨。除了关注草原防火、制止草原盗挖药材，他还经
常在边境线上巡逻，看见陌生人和车辆出入，就会主
动过去问一下，或是跟边防派出所取得联系。

“河的对岸就是俄罗斯。由于草场距离边境线较
近，在这里，每一个牧户就是一个流动的哨所，每一个
牧民就是一个流动的哨兵。”王学金说。

现在，王学金家有150多头牛、1300只羊，畜牧
业一年收入30多万。由于地处额尔古纳到满洲里
的公路旁，王学金这两年开始经营牧家游，每年7月
下旬到9月上旬两个多月时间能收入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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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金骑着摩托车在草原巡逻。

王学金（右一）向额尔古纳市草原监督管理所和黑山头镇工作人员汇
报情况。王 学 金

在打理自己
的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