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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思

□见习记者 郝飚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金秋，记者驱车从乌海市海勃湾区出发一路向南，经过半小
时的车程，来到了位于海南区西桌子山街道办事处赛汗乌素村
的黄河西行客栈。

九曲黄河在乌海市境内一路北上，却在这里改道西行。在
秋日阳光的照耀下，这片黄河岸边的美丽村落显得宁静而安逸。

这几天，在村里开农家乐的李军有了难得的闲暇时光，刚刚
过去的国庆假期里，李军的农家乐天天爆满。“国庆那几天每天
从早忙到晚，不少市民游客在国庆前就已预订好了饭菜，黄金周
生意格外好。”李军笑着说道。

李军原本居住在海南城区，去年，他看到黄河西行客栈凭借
优美的田园风光、整洁的村容村貌和邻近黄河的区位优势吸引
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他便在这里开了一间名叫“乡村人

家”的农家乐。农家乐装修古朴，主打猪肉勾鸡、炖羊肉、烩酸菜
等地地道道的农家菜。“开业至今生意还不错，每逢节假日，游客
更是络绎不绝。”李军说。

“黄河西行客栈”由赛汗乌素村农牧场、头道坎两个自然
村组成。2016 年以前，这里还只是没有名气的小村庄。“过
去，这里只有一条公路通到村口，村里都是土路，房屋也都是
几十年的土房子。而且村里多数是老人，缺乏生机。”回想起
村子以前的状况，在这里居住了30年的村民杨志虎皱着眉头
说，过去，村里的卫生状况差，黄河岸边成了垃圾场，死掉的
牲畜家禽直接往这里扔。村民们靠种植玉米等传统作物为
生，收入微薄。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愿回村生
活。“从没想过这个毫无生气的村庄能变得这么漂亮。”谈起
变化，杨志虎有些兴奋。

从2016年开始，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海南区首先从
村民的住房问题入手，拆危房，规划新建了西北民居风格的集中

住宅区。同时，黄河岸边的垃圾也得到了清理，并建立了长效监
管机制，河岸恢复了原貌，黄河美景逐步呈现。

如今，黄河西行客栈一栋栋崭新的民居排列整齐，房前屋后
的土路也变成了水泥路，四通八达，村里还在黄河边上修建了观
景长廊和景观小品。立足村庄毗邻黄河的资源优势，村里积极
争取政府扶贫政策，并围绕“突出黄河特色，做强旅游产业，建设
美丽乡村”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集观光、采摘和
农家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新村。曾经的农牧场、头道坎村民小
组也有了“黄河西行客栈”这个时髦的新名字。

经过两年的发展，黄河西行客栈已成为海南区乃至乌海市
颇有名气的景区。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村民们的致富路越走
越宽。据村里驻村工作队队员孙寿峰介绍，2017年底，这里每
户村民收入均高于国家脱贫标准，实现了整体脱贫。村民的精
神面貌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个个干劲十足，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也有了回村创业生活的想法。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古香古色的牌匾，垂钓主题的装饰字画，地道的农家美
食……近日，到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镇孟家段渔村吃“渔家饭”
逐渐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休闲体验。

“采摘、捕鱼和各种赛事吸引了大量游客，一些游客在庙屯
民俗村等景点观光之后，会特意到渔村吃饭，旺季几乎天天客
满。”孟家段渔村“码头渔村”渔家乐老板胡秀梅介绍，“码头渔
村”从今年4月开始营业，已经接待游客超过4000人次，纯收入
达10万元以上。

据了解，依托孟家段湿地旅游区资源，目前渔村内发展渔家
乐38家，占全村户数的49%。发展以无公害小米、有机蔬菜、有
机水果为主的庭院经济78亩，野鸡、野鸭、美洲雁等特色禽类养
殖23亩，白鲢、花鲢、鲫鱼、草鱼、青鱼等水产养殖397亩，创下了

“孟家段水库野生鱼”“孟家段水库咸鸭蛋”等多个品牌。“渔家乐”
旅游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40%，每年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直接
经济收入1千万元，人均收入1.3万元。经过几年的旅游产业发
展，本村贫困户全部脱贫，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屯发展乡村旅游。

奈曼旗位于通辽市的西南部，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也是国家级贫困旗和自治区深度贫困旗。近年来，奈
曼旗将旅游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旅游
业的综合带动作用，深入挖掘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旅游扶贫工作
快速发展。去年，全旗稳定脱贫及正常脱贫6394户、17291人，
其中，通过旅游产业带动脱贫的有1823人，占10.5%。

奈曼旗依托重点景区景点，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突出
抓好民族文化旅游全产业链，实施景区景点提质工程，形成了孟

家段湿地、宝古图沙漠、奈曼王府、青龙山洼和怪柳景区5个精
品景区，以及宝古图自驾车露营地、青龙山自驾车露营地两个自
驾车露营地。依托精品景区大客流红利，增加工资性收入，目前
全旗重点景区景点安置了450名贫困人口就业。

同时，奈曼旗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贫困户的稳定脱贫、
长效脱贫相结合，培育“农家乐”“渔家乐”“农牧业观光”等乡村
旅游业态，拓宽贫困地区群众就业创业渠道。2017—2018年，
投入旅游资金2.8亿元，打造精品景区4个、旅游精品小镇4个、
乡村旅游重点村30个，培育旅游扶贫示范点10个，其中整合涉
农涉牧资金近2715万元，专门用于旅游产业扶贫。同时，引导
景区景点周边农牧民发展“农家乐”、民宿接待及相关服务行业，
发展特色种、养殖业，提高产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相关
农副产品扩销增加收入。目前，全旗乡村旅游经营户发展到

280户，辐射带动2.8万人从事乡村旅游服务工作，乡村旅游经
营收入达到3.8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把解决更多贫困群众的增收问题作为旅游
产业发展的大方向，立足我旗丰富的旅游资源，做大全域旅游、乡
村旅游、四季旅游，大力发展自驾游，丰富旅游业态，使旅游产业
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奈曼旗副旗长陈静说。

巴依斯古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请问，东乌珠穆沁旗作为牧业大旗，
是如何认识和抓“三农三牧”工作的？

李永胜：东乌珠穆沁旗地处祖国北疆，是
全区33个牧业旗和19个边境旗之一，牧业人
口 3.4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 45%。做好“三
牧”工作，事关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计，事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畜牧业作为我旗的基
础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压器”、牧民增
收致富的“源头活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实践中，旗委、政府牢牢把握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认真贯彻落实党在
农村牧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构筑现代畜牧业
产业体系上谋实策、出实招，加快培育畜牧业
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巴依斯古楞：在具体工作的推进中，有哪
些创举？

李永胜：调优畜群畜种结构。立足区域草
地资源、生态环境、交通条件实际，合理规划
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布局和畜群畜种结构，
推动实现养殖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以发展
优质良种肉羊肉牛产业为主攻方向，认真落
实“减羊增牛”战略，着力做好“优小畜、增大
畜”这篇文章。“优小畜”，就是在控制数量的
基础上，继续加大乌珠穆沁羊优良品种的保
种繁育和提纯复壮力度，通过创新生产经营
理念和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提升乌珠穆沁
羊个体产出效益，推进“多季出栏、错季上
市”，增加有效供给，巩固优势主导地位，打造
乌珠穆沁羊拳头产品。“增大畜”，就是积极引
导鼓励适宜养牛区域的牧民积极减羊增牛，
采取引进、扩繁等措施，建立一批西门塔尔
牛、安格斯牛标准化畜群繁育基地和核心群，
提升个体性能和产值。目前，全旗乌珠穆沁
羊良改率接近 100%，日历年度存栏 162 万
只，饲养量下降16%；已建成2处纯种安格斯
和 1处西门塔尔牛繁育基地及 8个肉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良种牛饲养头数累计达到10万
头，饲养量增长13.3%。到“十三五”末，牛的
饲养规模预计达到20万头，羊的饲养量压减
至140万只以内。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坚持走集约化道路，
鼓励引导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点”上重
点发展专业大户，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机械化生产程度、推进精细化管理措施，建
设示范性、带动性、标准化的家庭牧场。“面”上
重点扶持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化社会服
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引领和做大做强，
提升畜牧业组织化程度。通过专业化分工和
合作联合的适度规模，着力构建以家庭经营为
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
的复合型、有组织的现代畜牧业经营体系，提
升社会生产力。同时，抓住国家电子商务进牧
区试点旗的机遇，打好“生态+”“旅游+”“电
商+”三张牌，推进以工补牧、以商补牧、以游补
牧，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体验、健康养生、
牧人之家等新兴业态，拓展产业链、打造共享
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目前，全旗
已培育单户、联户、合作等形式的家庭牧场423
家、专业合作社270家、活畜交易市场24处、

“牧人之家”50户，牧民产业化收入占人均纯收
入的60%，达到1.7万元。

激发科技支撑动力。认真组织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和科技兴牧战略，以畜牧业科技园
区、畜产品研发中心为平台，不断推进与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推进牧科教结合、产学
研协作，促进科技与畜牧业深度融合，科技对
畜牧业贡献率逐年提高。建成了全盟首个集
融资孵化、创新创业、平台服务、研究开发、技
术推广、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现代畜牧业“星创
天地”试点示范基地，在生态草业发展、优良畜
种培育扩繁、骨血脏器生物提取、蒙医蒙药研
制等方面大胆探索，研制创新产品上百种，有

效提升了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能力，深加工率
达到85%。同时，选派科技特派员，深入牧区
推广牧民群众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适用技
术、良种良法及先进牧机操作技术上百项。

强化生态保护建设。草原是我们最宝贵
的资源，保护好乌珠穆沁这片草原是时代赋予
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推动绿色发展、实
现绿色富民的重大使命。实践中，我们始终站
在构筑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高度，认真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六
大原则”，严守“三条底线”，严格落实草畜平衡
制度，全面实施河（湖）长制，全面启动“沙地禁
羊”工作，全面做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
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模式，继续巩固实施好草原
生态补奖、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绿
化、重点水系保护治理等建设工程，完成草原
建设总规模200多万亩、林业生态建设总规模
70万亩，累计发放生态补奖资金8亿元，治理
矿区4000多公顷，全旗草原生态局部恶化、整
体退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局部治理成效显
著。

巴依斯古楞：请您谈谈今后的思路和发展
目标。

李永胜：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中，我们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强农惠农的系列政策方针，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围绕锡盟打造国家生态高端畜产品之
都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和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
实现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牧区增绿。

夯实现代畜牧业发展基础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线访谈

创业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方
式，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女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同样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
要参与者。

“双创”大有可为，巾帼不让须
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更多
人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同样也
给女性创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带
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今，越来越
多的女性追求创业创新的理想，她们
以其特有的智慧与魅力，以蓬勃的朝
气和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到社会变
革中，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
潮中，成为创客的一员。

然而，中国女性在创新创业道路
上，依然存在启动资金不足等不少障
碍。要让女性的创业创新理想变为现
实，不仅仅需要创客自身的激情和创
造力，更需要政府搭建服务发展的孵
化平台，提供政策扶持、融资便利等
等，让创新在实践中产生效益，把创业
者“扶上马，送一程”。

包头市妇联在这方面就做得很
好。作为当地广大女性的“娘家”，包
头市妇联鼓励女性创业、创新，为当地
女性“双创”能力的提升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正能量。

据了解，今年以来，包头市妇联在
东河区创立了巾帼家园服务中心，每
周都会举办一节月嫂培训课，同时还
为下岗失业、进城务工及家庭贫困的
妇女培训家政服务等专业课程。截至
目前，共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600 人
次。包头市妇联还加大力度创建培训
基地、培育建设手工坊，支持拥有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的群众创业。近年来，
包头市妇联授牌成立了 21 家手工坊
和 4 家培训基地，培训妇女 20000 余
人，以居家灵活就业方式带动 6000多
名妇女实现了就业。

有了“娘家”的支持，女性在创业
创新领域不再是“花拳绣腿”，而是有
了“大施拳脚”的舞台。

如果说开辟创业平台与完善创业
服务，是政府构建创业春天所做的“加
法”，那么另一方面，在简政放权上还
要做好“减法”，进一步降低女性创业
门槛，简化创业手续。

唯有多方发力，那些充满创新激
情、拥有创造活力的女性才能放飞梦
想，在创业创新热潮中彰显出“半边
天”的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

在创业创新中
彰显巾帼魅力

◎赵娜
走进黄河西行客栈走进黄河西行客栈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不久前，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
舒镇前德门社区居民包达来向记者反
映，他所居住的老旧平房区出行很不
方便，希望相关部门帮助改善。

“我在这里住了30年，这些路就
一直没维修过，之前都靠着居民们自
己拉来沙子垫一垫路。夏天的时候遇
上下雨，居民们天天趟水出行，这几年
周边的村子都开始陆续修路，这里却
没人管。”居民包大爷表示，社区的居
民一直盼着相关部门可以尽快修路，
从而改善出行环境，却年年盼而无果。

近日，记者走访了前德门社区，发
现附近平房聚居区的道路多为土路，
路面石子裸露、坑坑洼洼，是标准的

“搓板路”。
随后，记者联系到科右中旗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党组成员张雪浩。
针对此事，张雪浩介绍，今年年初科右
中旗委、政府已经决定由旗住建局实
施镇区街巷改造工程。工程已经从8
月份开始陆续实施。截至目前已完成
铺设沥青路面19390平方米，混凝土
路面52369平方米，彩砖路面9084平
方米。完成投资1015.9万元。“我们正
在实施的街巷硬化工程，主要针对出
行不方便的居民聚居区，覆盖了全镇
10个社区，其中包括前德门社区，从而
确保镇区居民全部实现出行方便。”

“为了抢抓工期，我们目前10个
施工队同时施工。”负责施工的科右中
旗市政管理处主任何占全说，在推进
街巷改造工程的同时，他们还加大力
度维修主要街路两侧破损的人行道、
井盖、井篦子等设施，做实做细各项工
作，真正把好事办好，让广大群众得到
更多实惠。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了居民包大
爷，目前包大爷家门口的道路已经维
修完毕，对于新铺好的水泥路，他十分
满意：“新修的水泥路马上可以通车使
用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趟水绕路，出
门好走多了。”

老旧平房区道路不畅？
放心，已经改善！

李军正在准备农家菜。 郝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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