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
走进阿荣旗的田间地头，极目远

眺，一望无际的大豆、玉米、高粱、马铃
薯、甜菜、中草药、水稻如画卷般渐次
展开。

在呼伦贝尔丰华农场有限公司，
千亩土豆正在收获。大型收获机具往
来穿梭，一颗颗土豆破土而出，铺满了
整片土地。

记者与正在弯腰捡拾土豆的李继
远聊了起来。李继远是阿荣旗新发乡
大有庄村的村民，家有2垧地。2017
年他把自家土地全都流转给了呼伦贝
尔丰华农场有限公司，每到春耕秋收
期间，他就在公司打零工，一天下来能
挣150元钱。

“夏天在这里割草，秋天帮着收
获，每天能拿到150元左右工资，旱涝
保收，在家门口就能拿上双份收入，比
自己种地收入翻了翻。”李继远说。

与李继远一样，今年60岁的王春
伏也把自家的土地流转给了丰华农场
有限公司。一年下来，他和老伴在这
里打零工就能收入将近4万元钱。

“今年土豆丰收了，亩产量在2吨
左右。眼下，公司雇了150多人，每人
每天工资150元，不但给老百姓带来
了经济效益，也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
效益。”呼伦贝尔丰华有限公司大田负
责人刘洋介绍说，今年呼伦贝尔丰华
农场有限公司共流转了4000亩土地
用于种植马铃薯，初步统计，今年马铃
薯亩产2吨左右。

农民流转土地再来企业打工，是
阿荣旗“做精现代农业”实践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阿荣旗以“做精现代农
业”为思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
推进全旗农业现代化进程。2018年，
阿荣旗流转土地达270万亩，规模化
流转达到151万亩。

“不离家门口
就有两份收入”

□本报记者 吉格木德 哈斯
见习记者 额尔顿宝力格

初秋，驱车从赤峰市敖汉旗新惠
镇前往牛古吐乡，沿途一派色彩斑斓
的景象，满眼翠绿的樟子松与层林尽
染的远山相应成辉，让人陶醉。很快，
我们就到了马场梁生态建设工程现场
教学点。

这是在一座小山梁上建成的教学
点，从山梁上举目眺望，成片的松柏杨
等各种树木连绵无际。据敖汉旗旗委
宣传部副部长梁国强介绍，这个地方
当年是个放马场，由于滥垦滥牧，土地
严重沙化，最后变成了不毛之地。从
1989年起，敖汉旗组织木头营子乡、下
洼镇、牛古吐乡和小河子林场、陈家洼
子林场启动实施了马场梁治沙造林工

程。经过多年的治理，这里的有林面
积达到121万亩，受益人口逾6万人。

赤峰人说，防沙治沙看敖汉。马
场梁的巨变，只是敖汉旗治沙造林的
一个缩影。

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到
1975年，全旗沙化土地面积达259万
亩，水土流失面积达960万亩。“无风
沙满地，有风沙满天”让这里的百姓饱
受了风沙危害，庄稼成活率极低，“种
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基
本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

穷则思变。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

始，以国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
设为契机，敖汉旗确立“生态立旗”的
思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大会
战、大决战，一干就是40年，为切实筑
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交上了
一份绿色答卷。

如今，绿色敖汉，中外驰名。敖汉
旗荣获了全国治沙先进单位、“三北”防
护林体系一、二、三期工程建设先进单
位、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位、全国平原
绿化先进单位、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
区、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等一系列
殊荣。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

敖汉旗“全球500佳环境奖”，2003年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授予敖
汉旗“再造秀美山川先进旗”称号。

敖汉绿色丹青的背后，是一代代绿化
功臣呕心沥血的汗水结晶。在这批英雄群
体中，敖润苏莫苏木荷也勿苏嘎查的鲍永
新就是其中的一员。

鲍永新最喜欢在这个季节到周边
的山上走走，望着这满眼的绿色，当年
植树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初秋时节
原本是敖汉旗风沙漫卷的时候，但现
在走在田间路头，微风吹动脸庞，放眼
望去，成排的樟子松犹如卫兵一样，严

阵以待地守护着这里的每寸土地。
“1990年的时候，我和妻子就赶着牛

车搬进了图沙窝子，开始治沙。头两年，我
俩用牛车往沙地里拉玉米茬子，摆上茬子
阵，再往里边撒草籽，再栽植黄柳、柠条、山
竹子、沙打旺等，一个沙坑一个沙坑地种。
第3年，窝铺附近的沙地终于有了绿色，这
下我们看到了希望。”鲍永新对此记
忆犹新。1993年春，他们把自己的30
多头山羊卖掉，与嘎查签订了1.1万亩
沙地的承包合同，而且一签就是 15
年。从2000年开始，鲍永新家仅山竹
子、柠条、沙打旺种子的收入就达3万
元。大家看到鲍永新治沙成功了，纷
纷返回家乡承包沙地。

春天植树种草，夏天造林整地，秋天
修筑梯田，敖汉人民从无间断过。改革开
放40年来，敖汉旗的生态建设在几代人的
努力下成功逆袭，并成为赤峰市生态建设

的样本。
如果说防风固沙，是敖汉旗生态建设

的“关键牌”，那么结构调整，就是敖汉旗打
出的一张“决胜牌”。随着生态建设的推
进，敖汉旗由原来只注重单一的生态效益，
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赢转
变。在陈家洼子林场，依托敖汉旗“一减三
增两改”的战略部署，林场优化种植结构，
破解杨树“一木独大”的难题。

如今，敖汉旗有林面积达572万亩，
森林覆盖率44.07%，全旗林业产值达6.3
亿元，活立木蓄积730多万立方米，人均
12立方米以上，林木总价值过15亿元，相
当于人均在绿色银行存有保值储蓄2500
元。

从风沙漫天到青山如黛，从“风吹
沙飞无鸟影”到“全球环境500佳”，在
这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中，敖汉
旗正走出荒漠，迈向未来。

科尔沁沙地南缘的绿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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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敖汉旗生态建设展览馆，一张张照片记录
了敖汉旗的绿色发展，一件件老物件记录了时代
的变迁。在展览馆外，我们还看到了当年绿化用
的开沟犁和掘苗犁。

当地老人告诉我们，这些老物件在当年种

树的时候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可见那时人们的
智慧与栽植树木的艰辛。开沟犁、开沟植树机
等新型林业机具的广泛应用，这不仅是模式的
创新，更是“不干不行，干就干好”敖汉精神的体
现。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从敖汉旗最北边的敖
润苏莫苏木到东南边的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穿
越了 10 多个乡苏木镇，所到之处，像鲍永新这
样痴情的绿化者，这里的每个人都会为你举出
好多。说干部，有造林英雄李儒、沙漠之狐孙家

理；说群众，有大漠之子张富、绿化老兵姜云汉、
治沙勇士王国泰……植树造林、爱绿护绿，已成
为敖汉人的自觉行动。敖汉旗之所以被授予

“全球 500 佳环境奖”，这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原
因。

本报10月 22日 （记者 施佳
丽）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厅获悉，今年，
赤峰市启动实施了老哈河上游生态保
护与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林业
部门负责实施老哈河上游生态修复工
程。截至目前，共完成老哈河上游生
态修复建设任务20.1万亩，完成投资
4.57亿元，30.5万亩湿地和739.4万
亩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老哈河是赤峰市境内天然径流量
最大、最长的一条河流，是京津冀地区
绿色森林屏障、草原生态功能区和水
源涵养地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
流域内持续干旱以及工业和农业的迅
速发展，老哈河上游生态环境问题日
益凸显。对此，赤峰市编制出台了《赤
峰市老哈河上游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从
2018年开始，用3年时间，投资92.26
亿元，通过实施生态修复、农业节水、
废污处理、矿山整治、城镇节水、水生
态保护“六大工程”，力争让老哈河上
游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稳定向好。

今年以来，赤峰市林业局大力推
进老哈河上游流域的生态建设与修复
工作。围绕“一环三区五库九河”的绿
化布局，在江河源头、水库周边、干流
及主要支流两岸，精心谋划，集中力量
打造了敖汉旗老哈河干流和饮马河沿
岸退化林分改修复工程、松山区小庙
子村与凤凰山景观绿化工程等一批特
色突出的精品示范工程，有效改善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逐步构建起老哈河
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老哈河上游生态修复工程
完成投资4.57亿元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深秋时节，记者来到扎兰屯市蘑菇
气镇惠凤川村的和合种植合作社，只见
合作社大院里堆满了刚收获的新鲜玉
米棒子，不时还有农民驾驶四轮车往院
里运送玉米。

院子中间，几个农民正坐在玉米堆
里挑选20多厘米长的大个玉米棒，将
其装到塑料箱里，然后由工人把箱子搬
上院子里的一辆冷柜车。

蘑菇气镇副镇长康强随手捡起一
个玉米棒子，掰了几颗玉米粒让记者尝
鲜。“好甜，像吃了一小块水果糖。”记者
不禁感叹。

一旁的合作社理事侯军说，合作社
前年开始种植水果玉米。第一年合作
社试种了200亩效益不错，第二年增加
到了800亩，今年合作社种了1000亩，
还带动周边农民种了1000多亩。

“今年风调雨顺，玉米产量很高，玉
米棒子平均亩产都在3000斤以上，合
作社按每斤三毛五向村民收购。另外，
每亩水果玉米能产两三千斤秸秆，每斤
至少卖8分钱，再加上玉米种植补贴，
除去成本后每亩水果玉米纯收入在
1000元左右，是普通玉米的两倍。而
且农民种植水果玉米的种子、化肥款都
是合作社垫付。农民卖了玉米后再把
钱还给合作社，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资金
压力。”侯军介绍道。

发现大院中间已经没多少空地，53
岁的村民史德军找了个角落卸下了玉
米，又准备继续返回地里再装。史德军
今年种了10亩水果玉米，已经卖得差
不多了。“现在已经卖了一万多块钱，收
入比普通玉米好很多。水果玉米的种
植时间要比普通玉米晚，收获时间还
早，能和普通玉米错开播种和收割时
间，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也方
便了销售。”说起种水果玉米的好处，史

德军笑容满面。
今年在和合合作社的带动下，惠凤

川村共有五六百农户种了水果玉米，其
中有100多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正
在给玉米装箱的张丽杰就是其中一
个。张丽杰的老公前几年患了重病，治
疗花了很多钱最终还是不幸去世，留下
张丽杰和俩孩子艰难度日。46岁的她
平添了不少白发。

“今年听了合作社的，我种了15亩
水果玉米，挣了一万五，比去年家里全
部收入还多。最近在这里打工每天还
能挣100多元，能干20天左右，今年的
收入挺不错啦。水果玉米真是让咱甜
在心头，明年打算再多种点。”张丽杰脸
上漾出一丝笑意。

许田宇是来自大连一家鲜食农产
品企业的采购商。他说，大连和南方市
场对鲜食玉米的需求量很大。他考察
了好几个地方后发现扎兰屯的水果玉
米质量好，于是决定每天来这里采购一

冷柜车，每车3.6万斤。按照水果玉米
的收获期，还能采购十几车。如果不是
因为前段时间扎兰屯下大雨耽误了收
购，他还能多买几车。

“今年合作社只跟河北的一家企业
签订了水果玉米订单，不论棒子大小一
律按斤出售。没想到还有大连的厂商
来收购，而且价格更高。大连客商是按
个收购水果玉米棒子，符合标准的棒子
大概一斤左右，每个能卖六毛五，售价
几乎是河北厂家收购价的两倍。”侯军
不无遗憾地告诉说，明年他们要找更多
这样的客商，为村民们和合作社赚取更
大的收益。

康强说，下一步，镇里会选取一些
像和合合作社这样发展较好、信誉度
好、带动作用强的合作社，注入“三到村
三到户”扶贫资金，帮助它们进一步发
展壮大，以更好地带领贫困户以及其他
农民拓宽增收渠道，早日脱贫增收奔小
康。

水果玉米甜在了贫困户心头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马斌 摄影报道

10月 21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树尔营村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正在收割水稻。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运营，形成稻田养蟹、养鱼为一体的种养区1200亩，具备了年产有机稻谷72万斤，
年产无公害蟹6万斤，实现了亩创产值5000元的能力，带动农户442户实现增收。

水稻丰收了

丰收的
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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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水稻。

本报 10月 22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今
年以来，我区以优势农畜产品布局规
划为依托，积极创建特色农畜产品优
势区，打造羊肉、牛肉、马铃薯、玉米、
向日葵、大米等“蒙字号”品牌，“内蒙
古牛羊肉”实现产销两旺，质价双升，
锡林郭勒羊肉等4个品牌被评为“全
国百强区域公共品牌”。

本报包头10月 22日电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包头市水利局获悉，近
年来，包头市投资8.8亿元，实施了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规模化节水灌溉、
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节水增效、
牧区节水等项目，改善和新增节水灌
溉面积121.4万亩，其中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69.1万亩。今年，包头市共
在国家西北节水增效、灌区灌区节水
改造、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完成投资2亿元，全
市共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6.24万亩，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5.9万亩。

本报10月 22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我
区首家以大米为主的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龙鼎农业-兴安盟大米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落户兴安盟扎赉特旗，联合体
成员独立经营，通过紧密的利益联结
机制，解决农民缺少产品品牌、增收缓
慢等发展滞后问题。

扎赉特旗地处兴安盟东北部，目
前创建绿色原料基地420万亩、有机
水稻基地 2.19万亩。当地农业经济
存在总量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
结构仍需优化等问题。建立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实行区
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
社会化服务及企业化管理，培育壮大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通过组合优化
生产要素配置，进行稳定合作、联动发
展，成为当务之急。

据悉，该联合体由龙鼎（内蒙古）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16家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位成
立。联合体打破了以前订单农业监
督成本高、原料供应保障乏力的状
况，让家庭农场从事生产、农民合作
社提供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专注于
农产品加工流通，从而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
现代农业建设，促使农民增收致富，
企业提质增效。

我区首家大米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落户兴安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