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入冬没几天，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民
族团结乡白天最高气温就已经不到 5
摄氏度。

朔风寒峭，民族团结乡黄土村里已
经看不到走家串户的村民，而村委会里
却格外热闹。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10
多位有关专家正在为村里的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我们单位最大的特色就是做科
研，搞科技服务。打井修路我们不在
行，但农牧业科技这块大伙有啥需求，
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满足。老乡们看
看自己还需要啥，都来唠上两句。”内蒙
古农牧业科学院党委书记翟琇操着当
地方言，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我们村甚至整个民族团结乡

都用上了你们免费提供的的燕麦和胡
麻新品种，但是我们自己留的种子质量
都不高，所以想麻烦专家们能不能想想
办法，让我们自己也能留下些好种子？”
村民康亮第一个说出自己的需求。从
2015 年开始，康亮种上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提供的优质燕麦和胡麻种子，每
亩地增产五六十斤，增收 100 元左右。
今年虽然遭遇旱情，自己家燕麦和胡麻
产量也将近 300 斤。

“那咱们探讨一下，可不可以考虑在
村里设一个育种基地，或者扩大规模给
全乡乃至全县建设一个育种基地？”接过
村民的需求，翟琇把问题抛给专家团队。

“在这里设置育种基地绝对可行。
我们需要和村里商量一下看看谁家的耕
地条件比较好，明年开春播种的时候再
选择一块水浇地进行育种。我们科技人
员会在种植和收获的全过程对村民进行

指导，帮助村民对种子进行提纯扶壮。”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成果推广处副处长
任龙梅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科技人员下来搞的培训大
家能听懂吗？有用吗？”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副院长金海接着说道。

“专家们的培训都能实践。多少种
子搭配多少肥料，啥时候施肥，真的特
别管用。”两三个村民应声和道。

村民抛出一个个疑问，专家们给出
一一解答。从种植业提质增效、冷凉蔬
菜发展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畜牧业，黄
土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路径在讨
论中愈发明晰。

“2015 年以来，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对兴和县民族团结乡黄土村开展驻
村帮扶工作。通过科技扶贫，我们把农
牧科学院的优良成果结合兴和县团结
乡黄土村产业需求，让科技成果在当地

生根、开花、结果，通过成果带来的效益
实现扶贫。”翟琇介绍说，3 年来，内蒙
古农牧业科学院围绕当地主导产业马
铃薯、燕麦、胡麻、向日葵、玉米等，建
立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区，推广
适 宜 当 地 的 优 良 品 种 和 新 型 栽 培 模
式，实现农作物增产、提质增效，带动
农民脱贫。通过示范，技术辐射服务
达 8000 多亩，黄土村及周边村燕麦品
种及胡麻品种几乎全部为内蒙古农牧
业科学院品种，品种达到全覆盖，其他
农业新技术覆盖度达到 60%以上。

“扶贫任务是重点，但着眼长远，我
们更要培育村民的致富产业。下一步，
黄土村的发展潜力就是畜牧业。”翟琇
说，今年冬天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为村
里帮扶对象提供 22 只种羊，逐步引导
村民种养结合发展肉牛肉羊养殖业，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脱贫致富。

“跟专家们唠唠科技磕儿”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前几年把羊都卖了，投入大量资
金引进西门塔尔牛。实施‘减羊增牛’
政策，既能减轻牲畜对草场的压力，又
能节省饲养成本，从而提高了牧业收
入，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贺斯格乌拉牧场浩雅尔
宝格达分场的白铁柱说，他家今年养牛
的毛收入达 80 万元，这样的好日子是

‘减羊增牛’规模化经营带起来的。
如今家里存栏 130 头西门塔尔牛

的白铁柱已经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牛人”，他从过去单一的养羊发展到
现在养牛，可以说见证了牧区几十年
改革开放的变迁。

“1984 年给生产队养牛，后来自己
一边养牛一边养羊。我有 4700 亩草
场 ，羊 最 多 的 时 候 达 到 了 1500 只 。
2015 年响应自治区‘减羊增牛’的号

召，卖掉了 1000 多只。当时有 70 多头
牛，现在发展到 100 多头，还租了 4600
亩草场，草场面积扩大到了 9300 亩。”
白铁柱说。

据了解，近几年锡林郭勒盟不断
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通过实行“减羊
增牛”战略，努力建设国家生态高端畜
产品之都，建设了一系列畜产品相关
重点项目。

乌拉盖管理区实施优质良种肉牛
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办法，加快肉牛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进肉牛养殖规
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稳步提升肉牛
产 业 经 营 效 益 。 2018 年 ，肉 牛 存 栏

2.52 万头。累计从国外引进优质良种
肉 牛 6767 头 ，占 存 栏 能 繁 母 牛 的
34%，纯种牛规模突破 1 万头，二代以
上良种母牛比重达 90.4%、三代以上良
种母牛比重达 75%。累计建设肉牛核
心 群 30 群 ，年 生 产 优 质 种 牛 能 力 达
3000 头以上；累计建设乌羊核心群 40
户、标准化畜群建设 350 群，种公羊特
一级比例达 99%；新品种选育项目已
有 15 个项目户和 2 个企业参与实施，
项目实施牛头数达 3000 头。

“建了 1000 平方米的棚圈，政府
补贴 40 万元，自己出 30 万元，还建设
了青储窖和 500 平方米的储草棚，配

备了 TMR 搅拌机。现代化养殖解放
了人力。”白铁柱说。

贺斯格乌拉牧场额尔敦陶勒盖分
场的牧户宝音吉日嘎拉也享受到了

“减羊增牛”的福利。2006 年开始养牛
的时候只有 8 大 4 小 12 头牛，羊 300 多
只。“那时候只有 3700 亩草场，不能大
量养羊，所以决定养牛。”宝音吉日嘎
拉说，2015 年，羊全卖了，保留了 50 多
头牛，发展到现在有 90 多头牛，全部是
西门塔尔牛。“跟羊比，牛的市场价格
更稳定，牧民收入也更稳定。”

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扶持、农牧企
业转型升级等措施，当地加快肉牛产

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管
理区家庭生态牧场、养殖专业户分别
达 80 户，170 户，其中 50 头以上肉牛
养殖专业户 108 户，培育“科研院校+
企业+农牧户”育种合作社 1 家，奥克
斯牧业有限公司已加入全国肉牛育种
联盟“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联合会”和

“肉用西门塔尔牛育种联合会”，贺斯
格绿色进出口有限公司已加入“新西
兰安格斯牛协会”。

牧民养牛数量提高了，怎样让肉
牛最快的转化成经济收入？乌拉盖管
理区通过积极引进、培育肉牛规模化
屠宰加工龙头企业。围绕良种繁育、
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科技支撑能力建
设和大数据平台建设等五大工作任
务，主抓现代草原畜牧业，加大以“减
羊增牛”为主的畜种结构战略性调整
力度，坚持“引进扩繁、冷配改良”相结
合的肉牛品种优化工程技术路线，组
织实施了肉牛新品系选育、高档肉牛

生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纯种肉牛繁
育等一批肉牛产业化重点建设项目，
辐射带动牧民增收。

按照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
规划，到 2020 年，全管理区预计来自
养牛业的收入将达到 1.5 亿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0%左右。肉牛存
栏总头数突破 6 万头，培育建设养殖规
模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企业 7 家，养殖
规模 300 头以上合作社（联户）50 家、
养殖规模 50 头以上生态家庭示范牧场

（专业户）300 户；年育肥出栏 3 万头以
上，年培育种牛 2 万头以上；牧民人均
来 自 肉 牛 养 殖 业 纯 收 入 达 2 万 元 以
上。并努力建成“四个基地”，即国家
级优质良种肉牛繁育示范基地，锡林
郭勒肉牛”新品种选育核心育种基地，
高寒草原牧区肉牛规模化养殖、模式
化 饲养、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高寒
草原牧区绿色、有机牛肉产品生产加
工输出基地。

锡林郭勒草畜产品：“减羊增牛”走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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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月 3日讯（记者 李晗） 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近日，总
投资 565万元、占地 15亩的包头市土默
特右旗萨拉齐为农服务中心建成，包括
粮食库、综合服务大厅、仓库及 1座粮食
烘干塔。据了解，萨拉齐为农服务中心
建成后，将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
环节、创新服务内容，开展土地托管、测
土配肥、农资配送、粮食收购、粮食烘干
仓储和农民培训等多项为农服务业务。

本报 12 月 3 日讯（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日，锡林郭
勒盟东旭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供销
冷链物流（锡林浩特市）配送中心主体全部
落成。配送中心总投资3200多万元，建筑
面积4223平方米，冷冻能力达6500吨。
据了解，该中心建成后，将依托中华供销总
社供销e家电商平台，力争打造成为锡林
郭勒盟特色农畜产品上行和全国其它省区
特色农畜产品下行的物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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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上大产业傍上大产业 脱贫有保障脱贫有保障

我区作为全国典型的草原牧区、重要的绿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畜牧业发展关系到全国绿色
优质畜产品的供给，关系到草原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守住生态底线，保护草场植被；要增加牧民收入，壮大农牧业经济
发展。锡林郭勒盟采取的“减羊增牛”措施，旨在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牧民带来真正的福利。

这个福利如何一直延续？锡林郭勒盟确立基本思路：不断调整农牧业产品结构，推进农牧业产

业化，健全基层农牧业服务体系，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减羊增牛”发展战略是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牧民收入

增长渠道、减轻草原压力的必然选择。据此，锡林郭勒盟还提出，要集中打造肉牛品牌，根据乌拉盖
草地资源的现状，在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出肉牛核心区、放养区和肉羊养殖小区，推
动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
墙围四边，夏天臭烘烘，雨天粪
水流。这曾是农村牧区旱厕的
真实写照，如厕成了一件让人
烦心的事儿。

“现在我家也有独立卫生间
了，再也不用去臭烘烘的旱厕
了！厕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村
里一点臭味儿也没有，跟城里没
区别啦！”走进包头市九原区哈
业胡同镇哈业胡同一村李美林
家中，热情的主人带着记者参观
她的新居，着重介绍了家里的独
立卫生间。“最近家里还安装了
污水处理设备，冲完马桶的水经
过过滤，还可以浇浇花，洗洗东
西，平时也不用打理，实用又方
便！”李美林补充说道。

小厕所牵着大民生。九原
区今年制定《九原区人居环境
三年行动方案》《厕所革命的实
施办法》，明确“厕所革命”的改
造目标、任务、步骤及责任分
工，针对农村牧区厕所分散、环
境脏乱，臭气熏天，夏天蚊虫叮
咬，冬季挨冷受冻的现象，精准

“靶向”除顽疾。
“九原区探索符合各地实际

的既切实可行又经济适用，并能
被群众接受的改厕技术方法，聘
请内蒙古工业大学环境科学院
有关专家，通过反复考察研究，明
确厕所技术改造路径，合理选择
改厕模式。”九原区委宣传部工作
人员冯燕介绍说，九原区改厕不
仅仅停留在“光鲜”的表面，重点
在于解决农村环境、转变农户卫
生习惯、治理乡村污水问题。九
原区将农村改厕与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结合起来，坚持“改厕+治
污”双管齐下，同步推进、一体治
理。在农村牧区准备进行分散
式户用污水改造的农户，鼓励其
一并改厨、改厕，一步到位改造为
无害化厕所；凡在公厕服务半径
以内的，以改造公厕为主，不再改
造户厕；凡距离公厕有一定距离，
且自己又不愿意进行污水改造
的，以改造户厕为主；对照卫生厕
所的国标要求，针对公共厕所存
在有臭味、有蚊蝇、有渗漏的三项
不达标问题，采用新型生态无水
免冲环保厕所和免冲洗原位降
解环保厕所两种模式解决粪污
治理和资源化利用问题。

冯燕说，预计在今年年底，
九原区将完成阿嘎如泰苏木、
哈业胡同镇、哈林格尔镇 3个镇
下的 11个村 167个普通公共厕
所、339 个户厕的改造。随着

“厕所革命”试点项目的推进，
九原区农村牧区旱厕将实现

“一键美颜”，村民生活更文明，
环境建设更优美

九原区旱厕
“一键美颜”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刚刚吃过午饭，包头市达茂旗西河乡
德令沟村的村委会大院就热闹起来了。村
民们三五成群，有的带着自家的小麦、油菜
籽等农产品，有的赶着牛羊、拎着鸡鸭等畜
禽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德令沟村“志智
双扶”激励表彰活动颁奖仪式和“庆丰收，
喜开颜”农畜产品比赛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一袋袋颗粒饱满的小麦和油菜籽堆满了
桌子，一只只肥硕的羊和鸡圈在了院子里。
村民们围在村委会走廊里，晒收获、比劳动，
朴实的脸上透露出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贫困户常二旦信心满满地指着自己饲
养的杜波羊说：“这是政府出资补贴购买的
羊，肉质好，长膘快。你看它多精神，准能
拿第一，甩掉头上的贫困帽就靠它了。”

村民武俊青听了不服气，拎着自己刚刚过
秤的大公鸡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精心饲养的功
夫可不是白费的，你看，这只鸡有8斤重。”一旁
的种植大户贺金龙笑眯眯地端详着大红的“劳
动致富光荣”荣誉证书，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小麦、油菜籽等农产品盛在相同容量
的容器里，重量最重、质量最好的获胜；羊、
鸡等畜产品以产品健康、单只最重为优。大
家积极性很高，出乎我们的意料。”驻村第一
书记、工作队队长吕国辉介绍说，为了激发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落实“志智双扶”，驻
村工作队主办了这次表彰活动。颁奖仪式
上，对“志智双扶”激励表彰活动评选出的贫
困户、非贫困户、致富带头人和抗洪抢险优
秀村民，给予了表彰，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德令沟村土地沙化严重，十年九旱，自然
条件恶劣。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
下的都是老弱病残。2016年，通过精准识别，
全村有国家级贫困户 20户。面对实际情况，
吕国辉带领驻村工作队摸底调研，确定了脱愚
扶志、启智导路的工作理念。“通过举办‘志智
双扶’系列活动，村民看到了很多依靠辛勤劳
动脱贫致富的榜样，受到了激励和鼓舞。这种
方式还将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展现在人们面
前，村民的精气神儿更足了。”吕国辉说。

村委会大院晒收获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虽已入冬，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设施农业扶贫产
业园内，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有的当地雇工在室外建设温
室，有的在温室内打理蔬菜和火龙果等作物。

近年来，萨力巴乡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导向，以促进群众增收为目标，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为举措，通过探索资产收益模式，着力打造设施
农业扶贫产业园。产业园位于萨力巴村，计划分3期
建设，总投资 1.1 亿元，建设时间为 2017 年至 2020
年。2017 年建成标准化日光温室 97 栋，其中 40 栋
日光温室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通过租赁承包
的方式，使得乌兰召村等6个村实现年集体经济稳定

增收5万元，同时带动当地200余名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2018年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 400亩，近日已基
本竣工。敖汉旗政府将按投入设施农业产业补贴资
金和整合资金年利率的6%进行提取，年提取资产收
益资金138万元。同时，可解决120户300个贫困人
口就业，户均增收 5000元。2019年计划投资 6000
万元，建设标准化日光温室500栋。

打理火龙果藤架打理火龙果藤架

装草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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