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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胜店村村民领到土地入股分红。一凡 摄

改革开放前，准格尔旗人有句玩笑
话“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体
现出当时城镇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滞后。

家住薛家湾永安小区的刘二女今
年 68 岁，说起今天的日子，她幽默地唱
起来：“美丽的准格尔旗我的家，唱起那
漫瀚调调把她夸，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
大，准格尔面貌发生大变化。”她说，现
在和改革开放前比起来，日子可真是
幸福多了。以前她到镇里赶集，得先
走十几里土路才能看见油路，一天来
回几十里，全靠两条腿。“那时候，谁家
要是有辆自行车，把我能眼红死。去
呼市（呼和浩特市），想也不敢想。改
革开放后，我家不仅买了自行车，后来
又换成摩托车，现在孩子们家里都有
车，我们这还开通了动车，想去哪抬腿
就走，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刘二女笑得

脸若灿菊地说。
今年 69 岁的苏玉雄 1992 年退休，

1975 年被安排到蓿亥图村邮电所机房
当话务员。改革开放前，我国通信事业
发展缓慢，所有电话靠人工通过交换机
接续。苏玉雄当时这份羡煞旁人的“营
生”，其中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一间
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一台交换机，紧贴
交换机旁边是小土炕和一个取暖的火
炉。苏玉雄一天到晚不能离开这间屋
子，去厕所还得找人过来替守一会儿交
换机。因为交换机插孔上的小铁片不
知什么时候就会随震动脱落，伴随响起
的提示铃声，意味着有一通电话已经呼
入，苏玉雄必须迅速拿起塞子插入对应

的插孔内将线路接通，一边应答，一边
听从耳机那边的指示。旗政府，乡里部
门间的各路电话，都得通过苏玉雄守着
的交换机上通下联保障着和外界的联
通。90 年代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出现
后，人工接续的交换机开始萎缩，准格
尔旗 1998 年才陆续淘汰停用。

从“见字如面”到“距离不是问题”，
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变革，就像一面多棱
镜，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更映射出我们
每一个人享受到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十八大以来，准格尔旗把“抓发展、
搞建设，根本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富
足的生活”“关注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改
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绩”这些施政理念更

进一步融入到执政方针中。
2013 年以来，准格尔旗累计民生

及社会事业支出 314 亿元，占财政总
支 出 的 79% 。 2017 年 准 格 尔 旗 民 生
和社会领域支出更是占到财政总支出
的 82.3%。

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的目标，准格尔旗深入推进精准脱贫工
作。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产业扶贫、
教 育 资 助、医 疗 救 助、兜 底 保 障 等 方
面，形成完善配套制度做法和精准脱
贫的长效机制，确保脱真贫、真脱贫。
严格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
实行“五有一绑两兜底”，2016 年国家
标准线下 769 户 1907 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累计脱贫 2.2 万人。今天的准格
尔旗，经济发展，事业繁荣，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

百姓享受改革开放红利

准格尔旗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
高原的接合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
部，地型地貌处于“七山二沙一分田”状
态；因地处半干旱季风区，蒸发量大于
降水量，又有“十年九旱”之说。春旱农
作物无法下种，夏旱影响农作物生长，
春夏连旱、夏秋连旱，常造成农作物大
面积减产，人畜饮水困难。

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一样，准
格尔旗的改革开放同样始于农村的包
产到户。1981 年 2 月 13 日，旗委、政府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
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提出各
地视生产条件，可实行专业承包、联产
计酬、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
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全旗 25 个人民公
社 256 个生产大队，普遍实行了包产到
户，群众俗称“大包干”。

实行生产责任制，给全旗农村带来
一场历史变革。实行大集体的 70 年代
与实行大包干的 80 年代相比，全旗粮
食总产量由 4 万吨级增加到 6 万吨级，
大丰收的 1988 年超过 7 万吨；牧业年度
牲畜头数由 60 多万头只增加 70 多万头
只；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9 年的 137 元
增加到 1990 年的 504 元。

2018 年 10 月 29 日，笔者来到准格
尔 旗 唯 一 的 纯 农 业 乡 —— 十 二 连 城
乡。十二连城，顾名思义，就是 12 座城
连在一起。相传此城为北宋时期杨家
将佘太君率十二寡妇征西所筑，但据

《元和郡县》记载，十二连城原为隋唐胜
州榆林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即
公元 583 年，当时该城地处战略要点，
可北凭黄河天险，控蒙古草原，南临中
原大地，进退两易。

兴胜店村是十二连城乡的后起之
秀。村支书张三勇介绍，兴胜店村地处
黄河沿岸，土壤条件好，水资源丰富，但
由于人多地少，前些年分散经营效率低
下，村民收入普遍较低。近年来，兴胜
店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在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将村民承包的土地进行
整合，变“小田”为“大田”，村民们以土
地入股，仅年底分红一项，就超过先前
自耕自种的收入。土地规模化经营让
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村民们建起了温
室大棚，开办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

笔者在一栋草莓大棚见到了 61 岁

的村民侯虎成。说起改革开放前后生
活的变化，他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是

‘够不够，一年 360’。一年分 360 斤粗
粮，根本不够吃，全靠腌三四大瓮白菜
顶挡，不管烩多大一锅白菜土豆，出锅
时我妈用勺头子呛一点点油，淋到锅
里。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那时我 20
多岁，第一件事就是大种小麦，这下不
仅够家里六口人吃，还有存粮。到我 30
多岁时，连承包带开荒，已有 30 多亩地，
还有小四轮车。不过那时浇水特别不方
便，我得搬上铺盖在机井边过夜，因为合
上电闸如果时间长没水，泵就烧了。”

王村长接过话头说：“2005 年，村
里安了 3 台‘威猛特’牌大型喷灌设备，
这下可是省事了，一个人就能浇上百亩
地。2015 年村里又上了 4 台喷灌，原先
61 户、158 人的 1488 亩土地，如今只需
5 个人就能耕种。”

侯虎成说，他把地租给合作社，自
己腾出手来种大棚。大棚上了滴灌，不
仅节水而且省力，一年下来，合作社的
分红再加上大棚的收入，轻轻松松挣 20

多万。“我们的村支书、村长都是年轻
人，年轻人脑子活套，有远见，领上我们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都信服！”侯虎
成边说边冲年轻的村支书和村长竖起
大拇指。

村支书张三勇今年 41 岁，从部队
转业后回到村里就开始带着大伙“折
腾”。说起村里的土地入股模式，他
说：“村里人有老得不能种地的，有外出
打工的，还有陪读的，使村里的土地一
度面临要撂荒，但是大家需要好的收
入、好的生活，所以就想出了以农民土
地入股的模式，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
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红。2015
年组建合作社，过去一亩地分在农民手
里最多四五百元，去年 700 多元。合作
社经营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规模化、
集约化管理，然后转向数字化农业。数
字化农业，就是不用劳力，直接通过网
络操作，现在大棚已经具备条件，就像
卷放大棚棉帘、察看大棚的温度湿度
等，都是传感，人坐在家里通过手机操
作就可以，下一步再把大田发展成数字
化管理。我们要紧紧跟上十九大精神
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让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农业强起来。”

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

从 2001 年开始，准格尔旗在继续
支持和服务于神华准能公司、黄万公
司、蒙华准格尔发电公司以及准东铁路
公司等重点企业生产建设的同时，积极
发展配套工业，大力引进旗外资金、技
术，开发地方资源，逐步形成了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地方企业、引资企业协调
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大规模的资源
开发令沉寂多年的沟壑山区变得热闹
起来。虽然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
显：在煤炭产业、电力产业及高载能产业
的发展中，煤炭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原采
原卖；高载能产业尽管发展迅速，但规模
偏小，而且存在着较大的环境污染因
素。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的转型成为准
格尔旗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浮出水面。

2004 年 ，旗 委、政 府 权 衡 工 作 全
局，推进三次产业由比例调整向技术和
能级提升转变，产业配置由分散均衡向
规模集聚式布局转变，开始了新型工业
化建设。从当年开始，在引进企业时准
格尔旗提出了更高和更多的要求：既要
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要引进那些经
济效益好、利税创收多、就业机会多、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和科技含量高的
企业项目；要切实加强工业污染治理，
新上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
的“三同时”制度，坚决禁止工业“十五
小”和“新五小”企业的审批、立项和建
设，已有的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白灰厂
要限期关闭；凡在建企业环保不达标不能
投入生产，已建成企业环保不达标要进行
治理整顿，达标之前不享受优惠政策。

同时，准格尔旗紧紧抓住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全面实施的历史机遇，把改善生态环境
作为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来维护，把
生态效益作为最长远的经济效益来追
求，提出了以“建设绿色大旗”为奋斗目
标，全力加大生态建设步伐，积极推动
国家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和地方生态工
程一起上，通过政府引导，鼓励境内各
大厂矿民营企业、集团投入生态建设，
采取国家、地方和社会三轮驱动的方
式，实现了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的

“双提高”。
2018 年 10 月 29 日，初冬的午后，

笔者来到准格尔露天矿复垦治理区现
代农牧业示范园区。这哪里是印象中
煤粉飞扬的矿区啊，简直就是一片高山
草原。站在略带黄梢的草地，蓝天上飘
着悠悠白云，白云下是碧蓝的湖水，耳畔
不时传来牛儿惬意满足“哞哞”的叫声。

准格尔露天矿复垦治理区现代农
牧业示范园区位于准格尔旗黑岱沟和
哈尔乌素露天矿排土场，涵盖黑岱沟露
天矿、哈尔乌素露天矿两矿的六个排土
区，项目总面积约 4.2 万亩，远期约 120
平方公里，由准格尔现代农牧业开发有
限公司、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开发建设，建设期限 10 年，总投资 2.6
亿元。

准能矿山复垦与现代农牧业示范
区是政企合作的平台，是践行“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
具体行动，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准格尔旗的探索和实践。示范区以

“创意新矿区、智慧新农业”为规划理
念，以绿色矿区、绿色农业、绿色产业为
规划特色，打造既彰显矿区工业旅游特
色，又兼具休闲农业观光功能的现代产
业科技示范园区。

按照露天开采规划，30 年后这里将
形成 18 万亩（120 平方公里）的内排区，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坚持以生态农业为主配套
光伏发电，规划形成“一核、一园、两带、
四区”的总体布局。“一核”即核心区，包
括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和休闲居住中心；

“一园”是指加工物流园；“两带”即生态
防护林带和绿色景观隔离带；“四区”即
科普教育与农业科技示范区、循环农业
示范区、休闲农业区和绿色食品生产
区。近期规划形成“一心、一带、六区”
的“116”总体布局。“一心”即美丽乡村
居住中心；“一带”即景观大道观光带；

“六区”即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生态养
殖区、果树种植区、林下休闲区、小杂粮
种植区和工业旅游区。

矿区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化为生动
的现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干净整洁的农户庭院。任云 摄

1978—2018，改 革 开 放 走 过 了 40
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40 年来，准格尔旗从农村包产到户
开始，将改革开放的思想与行动从农村
农业不断地拓展延伸到工业、第三产业、
社会事业、城市建设、生态建设与政治建
设等各个领域，在 7692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奏出一曲接一曲的时代强音。

改革开放 40 年来，准格尔旗历届党
委政府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
难、砥砺前行，经济重心从以农业为主向
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转变，工业经济从“五
小基础工业”发展到“四大产业集群”，全
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1978 年，准格尔旗 GDP 仅 4925
万元，1987 年跃上亿元台阶，1996 年超
过 10 亿元，2005 年突破百亿大关，2007
年达到 300.03 亿元，位居全市各旗区第
1 位；1978 年全旗财政收入仅 318 万元，
1990 年突破千万元大关，1996 年突破
亿元大关，成为内蒙古首个亿元财力旗
县 ；1978 年 全 旗 人 均 GDP 仅 241 元 ，
1990 年跨过千元大关，2000 年跨过万
元大关。准格尔旗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
进入全国百强县，跃居西部百强第一县！

准格尔旗准格尔旗：：改革开放奏出时代强音改革开放奏出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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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胜店村的大型喷灌兴胜店村的大型喷灌。。三勇三勇 摄摄

露天矿作业现场。任云 摄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厂景。任云 摄

□高玉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