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眼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
古草原宏宝食品有限公司进入了产销
两旺季节。肉羊屠宰加工分割车间生
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拉运、交售商品
羊的车辆络绎不绝……经过精细加工
的100多种肉羊产品源源不断地走向
全国百姓的餐桌。

“从微信群经纪人那里得知羊价
上涨，我就赶紧把羊送过来了。算下
来，平均一只羊卖到了1400元！”交售
完毕，临河区乌兰图克镇光荣村四社
村民苏锁满脸兴奋地说，“今年羊价比
去年每斤涨了四五块，我家养羊这块

儿保底收入在20万元以上！”
说起养羊，有着20多年养羊经验

的苏锁滔滔不绝。从前年开始，苏锁
把家里 20多亩地全部种上了青贮玉
米，专心搞起了肉羊自繁自育。现在
他家里有110只基础母羊，年出栏300
只。“咱临河拥有广袤的土地，玉米、小
麦等秸秆类植物种植广泛，为养羊提
供了充足的饲草料。从内蒙古富川养
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杜寒杂交羊

和本地小尾寒羊，繁育二代杂交商品
羊，政府还给补贴。改良繁育的羊不
仅长得快，出肉率也高。现在羊一年
四羔，四季出栏、均衡上市……”

尽管如此，在苏锁看来，自己养羊
仍是小打小闹，秦勇的发展模式才是
自己努力的方向。

在临河区八一乡联丰村，肉羊养
殖大户秦勇在自己的肉羊养殖园区实
行标准化管理、精细化喂养、集约化经

营，严格把控羊源、饲喂、防疫等各个
阶段，走上了高质量、高效益养殖之
路。不久前，秦勇还通过河套谷饲羊
品牌运营平台，将240只羊以每斤高
出市场价2元的价格卖给了高端市场。

除了是养殖大户，秦勇还是临河区
肉羊养殖协会会长，非常了解当地肉羊
产业的发展情况。“临河区提出建设绿
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这两年，通过实行标准化、精细化、

规模化生产，我们的肉羊有了实现优质
高价的基础，也让我们看到了品牌的力
量，坚定了我们走品牌化道路的决心。

“人们都知道内蒙古的羊肉好，但
多数人还不知道巴彦淖尔羊肉或者临
河的羊肉品牌。”秦勇说，巴彦淖尔市
是全国唯一一个肉羊可以四季出栏的
地级市，肉羊数量、羊肉产量及全年分
割上市量均居全国第一。这几年，巴
彦淖尔的肉羊产业已经在品种改良、
饲养组织化、养殖标准化、质量可追溯
等方面打实了基础，现在就缺品牌化。

不过，这一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今
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天赋河套”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北京发布会暨第二届内
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巴彦淖尔）国际博览

会上，临河区政府与北京沃野神州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决定开展战略合作，共同
打造肉羊品牌。计划未来3年，通过培
育和打造国内羊肉知名品牌，实现每公
斤羊肉10元以上的品牌溢价。

“以农户为单元，每单元饲养1只
杜寒公羊、35只基础母羊，财政有补
贴。协会还对农户实行‘五统一’管理，
即统一种羊品种、统一饲草料供应、统
一疫病防控、统一饲养规程、统一品牌
销售。生产的商品羊全部由北京沃野
神州公司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5到10
元的价格统一收购。这样，按出栏70
只羊计算，每户能增收1.4万元。”秦勇
说，临河区要打造中国“羊都”，当一只
真正的“领头羊”，就必须念好品牌经。

临河区：“羊”光大道阔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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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还能继续预定吗？我还想要两
箱。留个联系电话吧，下一批马铃薯
什么时候到？”尽管寒意袭人，但是内
蒙古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门前的广
场上却是一派热闹景象。推着平板车、
拉着购物筐的消费者将几辆大卡车团
团围住，争相购买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大库联乡大库联村运来的马铃薯。

大库联村是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
深度贫困村，干旱少雨，立地条件差，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村民收入低下。
2017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的脱产扶贫
干部孙利军担任大库联村第一书记。

一上任，孙利军就带着工作队的队员
们挨家挨户走访，还多次召开村民小
组组长座谈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了解
村情民意，寻找增收渠道。经过多次
论证调研，结合乌兰察布市马铃薯品
牌优势和当地土壤气候特点，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班子决定从马铃薯种
植寻找发展产业的突破口。

今年春天，大库联村的对口帮扶
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按照培育当
地农产品品牌、延伸优势产品种植产
业链的思路，决定帮扶村里发展马铃
薯种植，马铃薯收获后，内蒙古医科大
学负责销售。工作队还草拟了按销售
金额比例为贫困户分红的相关规定，
每销售一斤马铃薯，贫困户都能从中

分得一杯“脱贫羹”。
“我们选用荷兰十五等优质种薯，

精选适合马铃薯生长的沙地进行种
植，种植全程不使用化肥，只施有机
肥。这样一来，咱们种的马铃薯不仅
口感好，营养价值也更高。”种植大户
朱清海说。

果然，经过一年的精细化种植，大
库联村种植的马铃薯品质得到很大的
提升。口感绵沙、个大圆润的马铃薯
受到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职工的青睐。
听说马铃薯运到了，教职工们早早来
到销售现场等候。为了保证产品新
鲜，马铃薯采取分批供应、定期送货的
形式送达。

“内蒙古医科大学教育工会还在

校工会微信平台上发布了认购通知，
不到一天，首批运来的1.5万斤马铃薯
就卖空了，没想到大库联村的马铃薯
卖得这么俏。现在，内蒙古医科大学
3家附属医院也要预订马铃薯，马上
又有1万斤土豆会在近日送达。”正在
现场进行收尾工作的孙利军欣喜地
说。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为了
发展大库联村集体经济项目，内蒙古
医科大学还注资30万元、配套部分政
府扶贫专项资金，为大库联村建起了
农畜产品交易市场。市场建成后，大
库联优质的农产品将插上电商的翅
膀，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服务平
台。

尝尝这杯“脱贫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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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故事

□李文明

临河区地处河套平原腹地，境内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有引黄灌溉耕地 217 万亩，年种植玉
米80万亩，年产农作物秸秆145万吨，为生产“谷

饲”羊肉提供了饲草保障。
近年来，在国家及地方政策、资金、技术的扶

持和引导下，临河区以建设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目标，按照“为养而种、为
牧而农、种养结合、三产融合”的发展战略，把肉
羊产业作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支柱产业，重点发

展肉羊规模化、精细化、标准化养殖，形成集肉羊
繁育、养殖、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完整现代
肉羊全产业链条。临河区也一跃成为全国旗县
级最大的“家家种草、户户养羊、四季出栏、均衡
上市”的肉羊生产加工集散地。

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

如今，这条连接城乡、不断延伸的肉羊全产业
链条，使处在链条环节中的养殖户、养殖场、加
工厂、流通户都能从中受益，真正形成了多赢
的发展格局。临河区，这座富有生机和张力的

“北方羊城”，正阔步迈上向“中国羊都”进军的
新征程。

兴一项产业 富一方百姓

本 报 11 月 26 日 讯
（记者 施佳丽）近日，为确
保树木安全越冬，乌海市治
沙站组织力量对辖区内林地
开展冬灌工作。冬灌不仅能
提高苗木的抗寒、抗冻能力，
还可防止冬季及早春干旱，增
加苗木对营养物质的积累和
土壤含水量。该站通过采取
不同的灌溉方式，对林地进行
了分片区、分时段灌溉作业，
力争做到浇足、浇透、浇细，使
苗木全部吸收到充足的水
分。目前，乌海市冬灌工作已
经全部完成。

本报呼和浩特11月26
日讯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委组织部始终把农
村党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工作
的重点，持续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把最优兵力集结到脱贫攻
坚一线。目前，已经选派940
名干部对口帮扶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效解决了农村基层党
组织虚化、弱化、空心化的问
题。同时，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全县贫困
人口由2014年5727人减少
到现在的1073人，贫困发生率
由2.8%下降到0.5%。（张超）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初冬时节，在赤峰市敖汉旗的农田里，一台
崭新的机器轰鸣驶过，所到之处，原来的秸秆不
见了，一个个方形秸秆块从机器后部“吐”出，当

地农户戏称其为“黄金饲料”。
敖汉旗是我区产粮大县，又是全国粮食主

产区，粮食常年生产能力达到20亿斤以上，农
作物秸秆产量达到120万吨左右。自2012年
起，敖汉旗多措并举，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积极
探索，到2018年末，已推广新型秸秆收获加工

机械272台套，转化率达到81.25%。
据悉，敖汉旗新推广的秸秆转化方式主要是

“三料化”处理，分别是秸秆饲料化、秸秆燃料化、
秸秆肥料化。仅今年实施新型秸秆饲料技术面积
就达110万亩。此举为农民解除了劳作之苦和焚
烧之忧，实现了综合利用和节能环保的双赢。

瞄准精细化 念好品牌经

本报11月 26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进入冬季，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
治旗74支驻村工作队充分利用农
村冬闲时间，梳理总结全年驻村工
作成效，积极开展业务学习、入户走
访、产业谋划等工作，做到压力不
减、措施不断，变冬闲为“冬忙”。

该旗各驻村工作队结合驻村
工作需要，列出党建理论、精准扶
贫业务、驻村管理制度要求、驻村
工作应知应会知识等系列学习课
程，采取包村领导领学、驻村工作
队与村“两委”干部集体学、各驻
村工作队交流学、早会晚会固定
时间学等多种方式开展业务和理
论学习，同时通过集体诵读、模拟
问答、对照实际案例检验等方式
强化学习培训效果，不断夯实驻
村工作队员的理论功底。

产业发展是保障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的核心。该旗各驻村工作
队抢前抓早实施基础工程建设，为
明年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布好
局。同时进行摸底调研，了解贫困
群众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为明
年发展庭院经济把脉。还根据今
年全旗“三种八养”产业扶贫的成
效，帮助贫困群众理清发展思路，
规划好技术培训和产业项目等。

此外，各驻村工作队紧盯贫困
群众实际困难实施精准帮扶，通过
电商、微信等渠道，已为贫困群众
销售鸡、鹅等畜产品3000多只。

驻村帮扶
开启“冬忙”模式

打
捆
打
捆

搂
草

““黄金饲料黄金饲料””炼成记炼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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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向军

时值冬季，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乡
西后耗子村的村民们刚刚品尝了秋收的喜悦，
又开始盘算明年种些什么。

“我试种了10亩鲜食玉米，是内蒙古浩峰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种子，当年亩产就达
到了3000斤，亩均增收300元。明年，我要继
续种鲜食玉米！”村民朱成一说起他种植的鲜
食玉米，就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

今年也种了鲜食玉米的张再兴则在一旁
掰着手指头给大家算账：“过去，我们这里种玉
米亩产也就千数儿来斤，基本上都贱卖给了养
殖户，收入根本上不去。朱成跟我说，内蒙古
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给提供鲜食玉米
的种子，还包销售，肯定能挣钱。我就联系了
6户农户，一下子种了400亩。我一个人就种
了220亩，挣了28万元，顶以前种玉米5年的
收成，划算！”

村民口中的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集鲜食玉米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现代化企业。公司采取与农民订单种植、流
转土地公司运营、产业化联合体推动等模式，为
农民产前提供种子、产中技术指导、产后包销产
品。目前，已经辐射四子王旗、和林县、武川县、
固阳县等多个旗县，年种植鲜食玉米2800万
斤，300多户受益农户直接增收1400万元。

据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徐茂介绍，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引领、示范、带
动周边地区优化种植结构，预计5年内带动农
民种植鲜食玉米10万亩。

种鲜食玉米，划算！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一座座白色的钢架结构
温室大棚排列有序，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看到有人进来，正在拾掇瓜秧的村民訾挨
厚与老伴儿闫美人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我
们老俩口快70岁了，没想到还能来这儿打工
挣工资。这里的活儿我们熟悉，干起来也轻
巧，每个月能拿3000多块。自家的20亩地承
包给企业了，每年还能有7000元收入，这日子
过得挺不赖了。”轻快的语气、爽朗的笑声，传
递出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这些温室大棚都是我们上一任党支部书
记祁有师带头经营起来的，他可是白泥井镇经
营温室大棚第一人，那时候大家都叫他‘蔬菜
书记’。”侯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贾宇笑着说。

在其中的一个温室大棚里，我们见到了这
位“蔬菜书记”。大棚里暖意融融，黄瓜、西红
柿等蔬菜长得郁郁葱葱，他就穿梭在这片绿色
中，黑红的脸膛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我这大棚
里可都是‘宝贝疙瘩’，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
可以上市，而且我们用的都是农家肥，是真正
的绿色有机蔬菜。”今年已经66岁的祁有师
仍然经营着2000来亩大棚，除了自己种植的
20多亩，其余的都出租给了周边的村民。

近几年，大规模实施现代农业喷灌项目
后，侯家营子村的3万亩土地基本都已经流转
给企业、种植大户承包经营，村民大部分都成
了领工资的产业工人。

“现在，我们村产中有合作社，产后有蔬菜
批发市场，村民依靠这个产业，足不出村就能
赚到钱。”祁有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足不出村就能赚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