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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树变身苹果树变身““摇钱树摇钱树””

■有所思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在乌审旗图克镇黄陶勒盖嘎查，提起牧民小巴图其劳，人人
都赞不绝口，因为他是这里有名的“奶食品专业户”。

10月8日，记者来到小巴图其劳家，今年已55岁的他，看上
去干练健壮。120平方米的奶食品加工车间宽敞明亮，各类奶
食品齐整地摆放在货架上，散发出浓浓奶香。正忙着做奶皮的
他，停下手中的活，热情地讲述起他的致富故事。

1999年，嘎查鼓励牧民发展经济，镇里给牧民提供无息贷
款，鼓励大家搞养殖。这里的立地条件非常适宜养牛，小巴图其
劳和家人一合计，拿出全部积蓄10万元，又从政府贷出10万
元，用20多万元钱买回10头奶牛。在他的精心饲养下，奶牛产
出的鲜奶品质非常好，他家成了伊利公司的供奶户之一。

当时一斤牛奶能卖到2元，但由于图克镇黄陶勒盖嘎查到
收购点的路途遥远，夏天时牛奶会变质。辛辛苦苦挤出的鲜奶，
却由于不能达标要倒掉，小巴图其劳不禁思索，如何才能让这些
鲜奶产生更高的利润呢？

蒙古族人素来爱吃奶食品，小巴图其劳决定自己搞奶食品
加工。就这样，他开起了奶食品店。一向做事认真的他，对每道
奶食品的制作过程都一丝不苟，他家的奶酪、奶皮、酥油等各类
奶食品品质高、口感好，在嘎查远近闻名。嘎查里邻近牧家乐的
奶食品，都由小巴图其劳家“专供”，同时，他家还是东胜一家蒙
古族奶食品店的“固定货源”。

去年，小巴图其劳申请注册了阿日贡苏奶食品店，拥有了自
己的品牌“巴音淖奶食品”，生意更加红火。

小巴图其劳指着加工车间的玻璃墙介绍说：“过去，我们是
家庭小作坊，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新扩建了标准化奶食品加工
厂房，把厂房建成‘观光’模式，透过这道玻璃墙，里面的生产过
程、卫生情况一览无余，后厨变‘透明’了，食客才能更放心。”

“随着产业做大，收入也愈来愈高。现在家里有2000亩草
场，养着200多只羊，喂着50多头奶牛，以前一年收入2万元，现
在一年就达到20多万元，生活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多亏了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让我们脱贫致富。”小巴图其劳感慨地说。

小巴图其劳还盖起了巴音淖奶食品牧家乐体验店，游客可
以在此体验奶食品制作过程。

今年，在该嘎查举办的“敖伦胡日呼”文艺集会吸引了很多
来自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的自驾旅游者。小巴图其劳家的牧家
乐奶食品体验店相当火爆，接待游客8000人次，奶食品销售额
达几十万元。由于产品质量过关，口感纯香，“巴音淖奶食品”如
今已销往呼和浩特、榆林等地。

牛羊成群，牧歌悠长，依托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发展休闲旅
游产业成为黄陶勒盖嘎查的“重头戏”。嘎查规划将多户牧家乐
集中在环路上，让他们“抱团”发展，打造嘎查的牧家乐品牌。

黄陶勒盖嘎查支书那日苏说：“我们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
让嘎查牧民根据实际情况，宜农则农，宜牧则牧，进行专业化生
产。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依托巴音淖尔草原发展牧
家乐。如今，嘎查有33户牧民通过制作奶食品脱贫致富，这是
我们嘎查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小巴图其劳说：“我会继续发扬模范作
用，带动更多的农牧民发家致富。整合嘎查生产户资源，互助发
展，让我们的奶食品形成品牌，产生连锁反应，走出全旗，走向全
市、全区乃至全国。”

□本报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

金秋时节，走进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袁家营子组，各家
各户用石头墙围成的苹果园引人注目。朴拙的石墙挡不住满园
的秋色，伸出墙外的一串串又大又圆、红彤彤的苹果让人心动，
整个小山村都弥漫着苹果的清香。

村民王志军和妻子正站在木梯上，一手拿筐，一手小心翼翼
地摘着苹果。“快来尝尝咱自家产的苹果，又甜又脆，一口咬下去
保证让你满口香！”

摘完一篮苹果，王志军在树下石凳上小憩，掰着手指算了一
笔账：正常年景，一棵盛果期的果树，能摘优质的苹果150斤，每
斤按5元的价格计算，一棵果树可收入750元，一亩地平均种植
35棵果树，就能收入26250元。王志军家里种了8亩苹果，280
多棵果树中，有100棵已经进入了盛果期。这些果树已成他家
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作为种果树的“老把式”，王志军最怕“闹天灾”。今年春天，
一场苹果花期的冻害，让果树的产量减产了25%。去年，鸡冠山
村一共下了4场冰雹，被冰雹打了的苹果因品相不好而卖不上
好价钱。砸伤轻一点的果子能卖上2元钱一斤，砸伤重一点的
每斤只能卖1元钱。为了提高苹果园的防灾、抗灾能力，王志军
准备明年给果园装上防雹网，还要在花期为果树熏烟、喷施防冻
液，以应对“倒春寒”的冻害。

王志军家的苹果品种叫“蒙富”。这种耐寒的果树，适合宁
城地区立地条件，由于纬度高，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苹
果的口感酸甜可口。1978年，宁城县巴林果树试验场与沈阳农

业大学园艺系合作，进行果树杂交试验，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
于选育出适合在宁城栽种的大苹果树，并在自治区注册了“蒙
富”苹果树种。“蒙富”的选育成功，将我国的大苹果种植从纬度
上向北推进了200公里。

宁城县1956年开始栽植果树，截至目前，全县果树经济林
从最初的1.1万亩，发展到现在的20.3万亩，盛果期面积达6.8
万亩，年产果品 13.5万吨，产值 6.5亿元，农民人均增收 1000
元。如今，全县共有万亩果树乡5个，千亩果树村35个，百亩果
园30个，精品示范园9处。主要栽植品种为蒙富苹果、新苹红

苹果、南果梨和寒红梨。
为了发展经济林产业，宁城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对

新建果树经济林10亩以上，栽植3年生以上果树大苗的农户每
亩补贴1500元；对贫困户栽植3年生优质果树大苗的，县政府
每亩再补贴人工费500元。县里还实施了4000亩的经济林提
质增效工程，每亩投入500元用于苗木补植、新建水源工程、完
善水利设施。预计到2025年，全县果树经济林将累计达到25
万亩，农民人均增收2800元。一个年产水果28万吨、产值15
亿元的大产业即将形成。

李玉琢：今年前 7 个月，海拉尔机场共保
障进出港航班 10259 架次，同比增长 6.4%；旅
客吞吐量 126万人次，同比增长 8.2%。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海拉尔区旅游市场红火的情
况。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陈丽岩：今年呼伦贝尔市雨水丰沛，水草
丰美，很多国内外游客都把欣赏碧草连天、曲
水蜿蜒、牛羊遍地的草原美景作为人生一次难
以忘怀的经历。我想他们一定是不虚此行。
这也说明，呼伦贝尔市的旅游品牌已经树立起
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得

到了充分贯彻和落实。旅游旺季时，海拉尔区
作为中心城区，出现了一车难求、一票难求、一
床难求的情况，这表明我们旅游市场是非常活
跃的，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必须把“旅
游+”战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

李玉琢：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旅
游+”战略，目的是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形
成全要素、全产业链旅游发展模式。对此，海
拉尔区是如何理解和贯彻执行的？

陈丽岩：2018年，海拉尔区努力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结合自
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条件，海拉尔区
把全域旅游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着力点和
推进器，以“全景打造、全域整合”为手段，以智
慧旅游建设为方向，把城市作为最大景区加以
建设，力争成为呼伦贝尔市的“全景会客厅”。

李玉琢：那么海拉尔区在推进全域旅游方
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陈丽岩：海拉尔区作为呼伦贝尔市的中心
城区，要把全域旅游这篇文章做活，做精彩。
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海拉尔区的全域旅
游文章也具备这样的特点。

所谓“起”，就是起点要高。海拉尔区第十
五次党代会启动了国际化草原音乐名城、国际
化冰雪运动名城、国际化生态旅游名城的建设
进程，旨在促进音乐文化、运动休闲与高端旅
游深度融合，把自身打造成为在东北亚地区具
有重要影响，辐射俄蒙和东北等周边地区的国
际化、特色化、现代化城市。

“承”，就是要紧密承接国家、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全力争取资金、

项目、人才的支持；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城市特
点、核心文化，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大力提升
城市品位和形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做好跨
境旅游、区域旅游方面的工作，既要优化设计
海拉尔—赤塔—乔巴山国际合作三角区域跨
境旅游线路，延伸培育好海拉尔至俄罗斯伊尔
库茨克、乌兰乌德，蒙古国乌兰巴托等旅游线
路，也要发挥“柴河—满洲里—海拉尔—额尔
古纳—根河”千公里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旅游大
通道的带动作用，并强化海拉尔、满洲里、阿尔
山旅游协作区共建，促进地区旅游协调发展。

所谓“转”，就是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以“敢
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主动求变，坚持变中求
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面出真功、求实效，全力促进旅游产业
迈向价值链中高端。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升
级，养生旅游、研学旅游、情感旅游、探奇旅游
等更新、更多的旅游发展要素正在被拓展出
来，这是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为适应并引领
这种趋势，海拉尔区依托城市历史、草原文化，
着力构建与呼伦贝尔古城、成吉思汗广场、往
日时光音乐厅、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草原文
化国际合作交流中心交相呼应的历史文化建
筑群。此外，为使全域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尽快
完善，我们以“三水川流”“两山相拥”的山水格
局为依托，加快完成风景道、旅游驿站、自驾车
营地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并全面推进完成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红色旅游景区
基础设施和抗战设施遗址保护、两河圣山文化
旅游区、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主场馆（二期）、
国际会展中心、国际草原文化交流中心等重点
项目。同时，我们以“互联网+旅游”的理念，

着力加强智慧旅游项目建设，高标准建设海拉
尔旅游数据中心和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开
工建设专网、信息采集、指挥大厅、相关软件系
统建设，优先实施智慧城管，计划在两年内发
展智能旅游交通管理、智能导游、多点通信等
系统，完善假日旅游调度、公共服务、应急管
理、宣传营销等多种功能，推动重点景区、景
点、酒店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

“合”，就是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旅
游产业发展，形成合力，推动旅游产业提档升
级。其一，要从完善景区功能、整合自然风光
和历史文化入手，实现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
的转变，形成区域内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
服务的全方位、系统化的提升；其二，要做活全
季旅游，推动旅游与农业、文化、科技、商贸、体
育、冰雪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其三，要挖掘文化
资源、延伸文化产业链条，使文化成为促进经
济发展和人文素质提升的血脉。

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
呼伦贝尔市举办，海拉尔区作为开闭幕式以及
速滑等比赛的承办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
机。目前，十四冬主场馆中的大道速滑馆、短
道速滑馆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冰球馆、冰壶馆、
媒体中心和运动员公寓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明年可达到承办测试赛标准。海拉尔人
期待用自己的努力赢得全国、全世界的喝彩。

与此同时，以十四冬主场馆暨内蒙古冰上
运动训练中心为圆心，体育运动产业基地也在
加速形成，包括自行车道、轮滑场地、培训中
心、训练中心、网球场、训练运动场、体育综合
商贸服务等项目，体育小镇建设项目招商引资
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做活全域旅游文章
■一线访谈

国庆假期是拉动旅游消费的黄金时
段，但是，随着物质消费持续升级，精神消
费逐渐兴起，以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低
层次旅游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
旅游需求。如今，旅游消费开始变得多元
化，特别是“旅游+赛事”的体验式旅游模
式已逐步成为一大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
游客参与其中，为景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机遇。

阿拉善盟阿左旗紧抓机遇，借势创造
消费热点，连续多年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举办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形成产业竞
争优势，使当地旅游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今年在腾格里沙漠举行的2018
第十三届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报名车辆达
到4万余辆，来此比赛、游览的宾客达到12万
人次以上，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越野嘉年
华。这项惊艳全国的赛事活动，已成为一张
展示阿拉善形象的华彩名片。

阿左旗因地制宜举办赛事活动，更好
地促进了文旅、商旅、城旅的融合，让赛事
活动与城市形象、旅游营销等高度结合，实
现了旅游产业的提质提档。同时，借助赛
事活动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竞争力，让
阿左旗腾格里沙漠真正成为全国知名的旅
游休闲目的地。

阿左旗在发展赛事旅游时，很好地结
合了当地的旅游特色。每年“十一”期间正
是该地胡杨林最美的季节，腾格里沙漠的
自然景观也适合开展越野赛事活动，自然
资源与赛事活动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特
色，成就了独特的品牌。

虽然赛事活动有助于旅游业发展，但
是“一招鲜”并不能“吃遍天”。阿左旗在开
展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期间，还精心策
划了七大赛事、六大活动，既有岩石挑战
赛、机车英雄大赛等精彩赛事，还有梦想国
际音乐节、蒙元文化体验等活动。丰富多
彩的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各种体验需
要。因此，举办赛事活动，不仅要根据自身
的区位、资源条件等做打算，还要从市场需
求的角度出发。

如今，全国各地争相举办马拉松赛、自
行车赛等赛事，希望借此来提升城市形象，
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很多赛事却未
结合当地的旅游特色，千赛一面，反而失去
了挖掘旅游赛事活动潜力的机会。另外，
很多旅游胜地开发户外运动基地，却没有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不专业的设施不
但无法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需求，还影
响了旅游地的发展。

因此，在打造品牌赛事时，阿左旗办赛
事活动的“巧”模式，值得各地借鉴。

巧办赛事活动
带火旅游产业

◎赵娜

□文/图 见习记者 海军

近日，居住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育才
街的市民高先生向记者反映，最近几个月，
他发现育才街便道上的一处井盖已经破损
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无人管理。随后，记者
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这处破损的井盖
位于集宁区育才街亿家美超市附近，井盖
破损比较严重，虽然是在便道上，但也存在
安全隐患。给记者打电话的高先生对记者
说：“这处井盖破损大概有三四个月了，漏
洞还挺大，也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也不见
有人来修理。你看看这钢筋都露出来了，
万一有小孩子崴到脚怎么办？或者哪天井
盖彻底坏了，有人掉进去，那就更不好了。”

随后记者拨通了集宁区市政管理所的
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去往现场查
看。工作人员查看后告诉记者：“这处井盖
归属于乌兰察布市自来水公司，我们已经
通知他们尽快前来修理或更换。以后我们
会加强巡查，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也欢迎市
民朋友提供线索。”截至记者发稿时，破损
的井盖已经被换成新的井盖，居民担心的
安全隐患被妥善处理。

集宁区破损的下水道井盖
已被更换

““白食白食””带来火红生活带来火红生活

小巴图其劳的妻子正在制作奶酪。王丹 摄
小巴图其劳家的产品。 王丹 摄

小巴图其劳正在制作奶食品。 王丹 摄

鸡冠山村的果园里弥漫着苹果的清香。 胡晓明 摄 果园里游人络绎不绝。 二妮 摄

破
损
的
井
盖
。

新
井
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