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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走进阿左旗巴彦霍德嘎查大漠绿
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只见前来观光
游玩的游客成群结队，沉醉于扑鼻而来
的花香和田园美景中。游客马翠芳一
边忙着为家人拍照，一边感叹：“绿树红
花、小桥流水美如画，游玩之余还可以
采摘果蔬，真是太好了。”该示范园区主
任唐海荣告诉记者，自今年6月以来，
示范园每周接待散客1500余人次。

“周末，城里人休闲，我们村却是
特忙。”观光蔬菜大棚种植户李菊花一

边把新摘采的蔬菜为游客打包，一边
满面喜悦地对记者说，“一到周末，村
里满是游客，来休闲采摘的、到牧家游
吃饭的……环境改善了，游客明显多
了，嘎查400多户农牧户基本上家家户
户都念起了观光田园‘生意经’，我的几
个大棚，每年收入7万多元。”

巴彦霍德嘎查地处盟府巴彦浩特镇
西南，是一个纯农业嘎查，400余户农牧
民中，三分之二是响应国家退牧还草政
策从沙漠腹地搬出来的牧民。过去由于
种植结构单一，农牧民增收缓慢。近年
来，嘎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政府的扶
持下，先后建成占地1184亩的高效日光

温室蔬菜400座、80万立方米和10万立
方米的水库各1座，在此基础上建起了
大漠绿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目前，
该嘎查蔬菜年产量5000多吨，年销售收
入上千万元，村民全部脱贫致富。2017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9324元。

巴彦霍德嘎查仅是阿左旗打造休
闲旅游采摘观光农业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阿左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在农业人口集中的巴润别立、巴彦浩
特、敖伦布拉格、温都尔勒图及超格图
呼热等苏木镇，将村镇美化绿化与林果
产业有机结合，重点打造以林果采摘为
主的休闲观光采摘示范区；在吉兰泰镇

查哈尔滩等农灌区弃耕地、空闲农用
地，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这些空地栽
植果树，扶持各类农家乐、牧家游扩大
经营规模，促进特色林果产业、庭院采
摘业发展，打造庭院经济示范区。目
前，全旗林果种植面积达7000亩。

与此同时，该旗以建设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为抓手，选择基础较好、条件
较为成熟、人口相对集中、田园资源丰
富的苏木镇，建设“一产立基、三产融
合、一业主导、多业融合”的瓜果、蔬菜、
花卉等为主的多个田园综合体。

踏进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塔塔水嘎查
休闲观光采摘基地，成片油菜花丰收在

望，远处400亩有机西瓜、甜玉米、葡萄、
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精品果蔬，150座采
摘温棚以及自助烧烤园、民宿体验区等
一系列休闲观光田园综合体错落有序。

“每到周末，从城里来观光旅游的人
可多了。”正和家人在自家温棚里种第二
茬蔬菜的种植户李雪燕乐呵呵地说，“我
种植的第一茬蔬菜在7月中旬之前就被
游客采摘一空，现在种的这茬到12月中
旬就能采摘了，每年光大棚采摘就收入
6万元。如今，回到嘎查搞采摘园的农
民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塔塔水嘎查休闲观光采摘基地是
阿左旗首个集循环农牧业、创意农牧

业、有机农牧业、农事体验、休闲旅游为
一体的千亩休闲观光采摘基地，规划面
积1100亩，以“油菜花海”为主题，有观
光采摘、精品民宿、亲子互动、特色餐饮
和民俗文化五大功能区域。目前，基地
种植油菜花400亩、有机小麦200亩，
开辟休闲采摘园地 60亩。基地采取

“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运营
模式，带动发展特色餐饮6家、精品民
宿10家，参与农牧户38户。

“下一步，我们要按计划、按步骤加
大休闲采摘观光农业发展，让农牧民在
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阿
左旗发改委主任田青山说。

采摘观光农业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亮点

■信息吧

本报包头10月10日电 （记者 吕学先）9
月 17日一大早，包头市青山区当铺窑村居民叶
秀红和双目失明的老伴就来到公租房配租摇号
会场，参加青山区2018年公租房配租摇号。想
着这辈子终于能住进干净舒适的楼房了，心情大
好的叶秀红特意系了一条花头巾。

叶秀红和老伴杨立忠租住在当铺窑村一间
十几平方米的南房20多年了。杨立忠患眼病，
多次治疗不仅没能保住眼睛，还花光了所有积
蓄，多年来一直靠低保金维持生计。吃的、穿的
差点叶秀红都能忍受，可都奔七十了却连个稳定
的住房都没有，让她很揪心。房东一个电话，她
就得乖乖搬家，20多年里，她和老伴搬了无数次
家。去年，叶秀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到镇里打听
公租房的事，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她符合条件，
还当场办理了申请手续。

公租房配租摇号会场，坐满了等待摇号的市
民。青山区房管局副局长邬海旺告诉记者，此次
配租对象涉及享受2018年租金补贴自愿提出实

物配租并符合配租资格的家庭3户；通过2017
年公共租赁住房符合审核条件的二类保障对象
家庭120户，2018年公共租赁住房符合审核条
件的一类保障对象家庭3户、二类保障对象家庭
66户。“提供给他们的房源有两处，本次实际用
于实物配租的房源为207套，分别位于松石国际
城和宏庆德小区，单套的建筑面积为40多平方
米。”

邬海旺介绍，从2016年起，青山区公租房分
配采取电脑摇号的方式，今年也一样。工作人员
将所有房源录入电脑摇号系统后随机打乱，并邀
请居民亲自操作，摇号过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
居民当场通过摇号就能分配到房屋，并领取配制
确认单，分批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相关手续
和缴纳费用，最快第二天就可以入住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等待，摇号配租很快结
束。叶秀红摇号配租到宏庆德小区的一套房子。

“每个月我和老伴要坐公交车到松石国际城
办一次低保复核手续，要是能摇到松石国际城的

房子就好了，就不用带着老伴来回跑了。”叶秀红
心里正合计着，没想到工作人员已经把她的难越
解决了。原来，此次公租房配租，考虑到杨立忠
这样行动不便居民的需求，房管部门特意配套了
一些房源供存在特殊情况的家庭调换。经过调
整，叶秀红和老伴被配租到松石国际城的一套房
子。

从摇号现场坐车20分钟，叶秀红和老伴来到
了松石国际城。小区围栏上挂着欢迎新业主回家
的条幅，物业工作人员已拿到叶秀红家的房门钥
匙，早早等在单元门口。从电梯上到二楼，打开房
门，叶秀红第一个进了房内，一边挨个屋子看，一
边给老伴念叨着房子的模样，“这下有了上下水和
集中供热的暖气，老伴冬天再也不用因为挨冻怕
上厕所了，我们一家子也不用再搬家了。”

青山区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像叶秀红夫妻
这样的一类保障对象，第一次入住包含押金和首
年的租金在内，首次交费大概在2000元左右，一
年后续交租金时所交的钱会更少。

青山区公租房现场摇号 第二天就可入住

本报乌海 10月 10日电 （见习记者
郝飚）近日，海南区固体废弃物（煤矸石）综
合处理80万吨项目在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区
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乌海市
及周边地区固体废弃物的污染问题。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600亩，计划投资15
亿元，由乌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工业园区
管委会联合乌海市海盛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和国商天时建（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
取PPP模式共同实施。项目采用先进的超高
温固熔融热解固体废弃物技术，将煤矸石等固
废通过高温热解气化，最终生产出煤气、岩棉
拉丝纤维、甲醇等高附加值产品。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综合处理煤矸石80万吨，年生产
20万吨甲醇及25.5万吨岩棉。不但大大改善
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减少煤矸石带来的环境污
染，还可以实现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
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海南区

80万吨固体废弃物
综合处理项目开工

■风信子

本报通辽 10月 10 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群）近日，内蒙古蒙元炭材料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一期60万吨炭素建设项目开工奠
基仪式在通辽市科尔沁区举行。

该项目位于科尔沁工业园区，计划总投
资约21.35亿元，主要产品是铝产业前端配
套预焙阳极。项目投产后，年纳税约3.4亿
元，直接提供就业岗位650人，将成为东北地
区最大的炭素制品生产基地，有效延长科尔
沁区铝新材料产业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科尔沁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
手，形成了玉米生物、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铝新
材料、新型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是全球最大的
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基地、蓝宝石制造基地。年
初以来，开复工重点项目89个，在绿色生态农
牧业、铝镍硅新材料等产业实现了新突破，为提
升产业层次、优化经济结构增添了新动能。

科尔沁区

60万吨炭素
建设项目开工

本报阿拉善10月10日电 （记者 刘
宏章）近日，巴彦浩特岩画遗址公园揭牌仪
式在阿左旗举行。

该遗址公园位于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布
古图嘎查境内，是地处贺兰山西侧冲积扇平
原上的一处岩画群，2017年被定名为巴彦
浩特岩画。该岩画群总面积约 12平方公
里，据不完全统计，总体岩画数量有300余
幅，大部分岩画都有 2000年以上的历史。
从去年开始，阿左旗文物管理局正式对已发
现的岩画群进行编号入档，下一步将出台
《阿拉善盟岩画保护管理办法》，加快完成阿
拉善国际岩画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今年11
月，还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美在阿拉善
——阿拉善岩画及汉简艺术展”。

巴彦浩特

岩画遗址公园揭牌

本报包头10月 10日电 土右旗积极
探索地区全域旅游一体化管理新模式，将美
岱召、九峰山、骆驼酒业、辛集皮革城、大雁
滩、敕勒川博物馆等景点进行串联，吃、住、
行、游、购、娱等6大旅游要素纳入其中，游客
只需购买一张票就可以畅游整个旗境内所有
景区。形成集“节、会、展、演、赛”为一体的具
有敕勒川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品牌。截至8
月底，该旗各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人
（次），实现旅游产业综合收入6亿多元。

“已经去过好几回了，中秋节我们准备
再带上全家人去土右旗度个小假期！”家住
包头市昆都仑区的自驾游游客潘慧说，“我
们家大概一个月选择一次近郊游，不为别
的，走在乡间小路上呼吸一下大自然新鲜空
气就是最大的收获！” （段小刚）

土右旗
畅游全旗景区
只需一张票

本报巴彦淖尔10月 10日电 （记者 韩继
旺）从8月份开始，五原县丰裕办事处的蜜瓜市场
便红火了起来。农民们开着四轮车沿着平坦的公
路从四面八方将黄灿灿的蜜瓜拉到市场集中销售，
外地商贩筛选过秤装车后一路飘香运往全国各地。

道顺民心畅，路通百业兴。丰华村瓜农王文生笑
着说：“现在路修得好，我们农民销售农产品特别方便。

今年我种了20多亩蜜瓜，收入个10来万没有问题。”
近年来，五原县着力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

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目标，全
面推动交通建设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全方位提升农村公路服务能力和品
质。截至 2017年底，全县共有各等级农村公路
2674公里，农村公路网密度达到105公里/百平方

公里，全县乡镇全部通二级以上沥青公路，行政村
沥青水泥路通畅率100%，自然村通畅率98.8%，
基本形成以县级公路为脉络、乡级公路为延伸、村
级公路为补充的连接国省干道、纵横乡镇村组的
农村公路网络，极大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在9月
6日召开的全国“四好农村路”管理现场会上，五原
县喜获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荣誉称号。

五原县“四好农村路”畅通乡村脉络

本报呼伦贝尔10月10日电 （记者
刘玉荣）仲秋，在阿里河林业局棚改欣馨

嘉园新区，记者遇到了正在锻炼身体的吕
洪武老人。与老人闲聊得知，吕洪武在阿
里河林业局兴阿林场生活了 50年，住的
是板夹泥房，墙体裂开一道道窄缝，一到
冬天四处透风。吕洪武也动过在阿里河
买楼房的念头，但一打听每平方米 1200
元，买50平方米的楼房至少6万元，家里
收入低，无积蓄，根本买不起。“多亏赶上
了党的好政策，我只花了1.4万元就住进
了 50平方米的棚改新房，再也不用过冬
天受冻的日子了。”

改革开放40年来，阿里河林业局把棚
户区改造作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利益的一项工作，坚持发展与民
生同步，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该局先后投资800万元，修建了龙华路、红
旗街及社区道路，解决职工行路难问题；投
入2000余万元，修建了康乐文化广场和康
乐、康泰、康健、康宁4个职工住宅小区；投
资310余万元，对基层单位和林场进行办
公环境改造；对林场居民整体房屋拆除搬
迁，实现职工从山里向城市生活的跨越。

该局抓住国家和管理局改善民生的大
好机遇，争取到21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工
程项目，总投资 2.73 亿元，林业局配套
4200万元，新建职工楼房住宅，2000户棚
改家庭搬进新房；改造多层楼房棚户区建
筑面积24100平方米等。此外，在嘎仙福
祥园北侧地处，按照职工户自选户型意愿
建房，新建欣馨嘉园A区、B区，设计新建
6层楼房25栋，并对小区配套、庭院工程、
储存室、绿化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务林人受益棚改
过上宜居新生活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摄影报道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连片的稻田里，沉甸甸
的稻穗随风晃动，如同掀起层层碎金波浪。“今年，我们继续
压缩传统玉米种植比例，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引领
机制，发展甜叶菊1万亩、旱稻3000亩、大豆1500亩、万寿
菊500亩、水稻7000亩。”该村党支部书记杜文义说。

“扎赉特旗持续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种植业逐
渐由粮食等传统农业向甜叶菊等经济作物特色产业发展。”
扎赉特旗副旗长刘海涛说，“去年，全旗种植业结构调整

‘3666’计划全面完成，玉米种植面积调减至302万亩，发展
绿色水稻65万亩，杂粮杂豆80万亩，特色作物60万亩。其
中，甜菜和甜叶菊18万亩，旱作水稻1万亩，粮食产量稳定
在35.3亿斤。”

今年，该旗继续围绕“稳粮增经扩饲草”调整结构，重点
发展“两稻两甜”，种植水稻80万亩、旱作水稻10万亩、甜叶
菊12万亩、甜菜10万亩。在此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推进
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产业化。目前全旗575万亩土地，通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已经有200万亩进行了流转。

“两稻两甜”开始收割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在乌拉盖草原，有一个神秘而充满魅力的地方——“乌珠穆
沁野狼谷”。这里现有草原狼、西北狼、西伯利亚狼等102匹。

这里的“狼王”叫王忠华。他与草原狼的故事始于1998
年。当年，他救助了3匹小狼崽，想把小狼驯化成宠物，但他的
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如今，王忠华也慢慢悟出了驯狼之
道。而电影《狼图腾》在乌拉盖草原的拍摄，为王忠华的养狼生
涯翻开了新的一页。这部电影的拍摄不仅让王忠华觉得自己驯
养的狼有了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国际驯狼大师安德鲁·
辛普森的指导。因电影《狼图腾》热播效应，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各个影视公司相继与“乌珠穆沁野狼谷”合作和洽谈业务。

谈到未来发展，王忠华说，自从走上救助草原狼、保护这一
将近濒危物种之日起，就没想过要放弃，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做
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草原狼和草原文化，呼吁全社会关注和
保护草原生态。

乌拉盖草原上的驯狼人
■图闻

稻田掀起层层波浪

王忠华与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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