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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自从来了连盛鸭业，他家不仅脱
了贫，过年的时候还给3个孩子分红
呢。”刚进村里，就听到村民们在讲王
兴的故事。

今年63岁的王兴是赤峰市喀喇
沁旗小牛群镇白石沟村一组农民。
2016年因病欠债被认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被优先安排在连盛鸭业养
殖场工作。2017 年底他家脱了贫。

2018 年春，王兴还清 10 万元欠债。
如今，王兴老两口精神饱满，正卯足了
劲儿奔小康。

“我来连盛鸭业3年了，现在月工
资3000多块。除去打针吃药的花费，
年末还能存上4万块钱。”王兴一边往
车上装鸭蛋一边介绍着，“要是没有这
个企业，还不了这沉重的债务，真不知
我家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王兴所说的连盛鸭业，即内蒙古
连盛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部
坐落在喀喇沁旗小牛群镇，是2015年

旗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从山东省沂南县
引进的龙头企业，主要从事种鸭、商品
鸭养殖、鸭苗孵化、屠宰和饲料加工、
鸭粪有机肥、生物质燃料制造和生产，
形成闭环式产业链条。现已成为喀喇
沁旗打造的一个扶贫样本。

从 2015年存栏 6万只到如今存
栏60万只，经过3年发展，连盛鸭业
已经成为喀喇沁旗地方经济发展龙
头，成为农民增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支柱产业。

“公司有4种扶贫模式，”连盛公

司党支部书记孙国荣说，“第一种是直
接务工的，公司共安排当地135人就
业，月工资 2700 元，其中贫困户 36
人，贫困户每人每年有100元工龄工
资。第二种是通过利用旗政府‘扶强
带弱’扶贫产业发展资金，公司与贫困
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与我们企业合作，通过代养合
同鸭使他们增收脱贫，目前代养合同
鸭达 6万多只。第三种是资产性收
益，直接带动全旗6562名贫困人口脱

贫，每人每年分红700元。最后一种
是土地流转，25家贫困户每户增收
4720元。”

不仅如此，连盛鸭业还带动了种
鸭产业的发展，王爷府镇兴隆村就有
94户201名贫困人口在养殖种鸭。

2018年，公司投入项目资金 4.6
亿元，实现鸭业全产业链发展。建设
国内一流的商品鸭屠宰生产线及配套
建设生产车间，年生产商品鸭4000万
只，冷藏储存能力1万吨；建设2万平
方米商品鸭孵化基地，年孵化鸭苗

6000 万羽；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建设商品鸭养殖小区20个，
带动400户1500人脱贫致富；新建2
万平方米饲料加工厂，包括生产车间、
原料库、成品库以及10万吨玉米存储
库，年产配合饲料30万吨；扩建种鸭
养殖棚舍20万平方米，加上原有种鸭
存栏量，总计种鸭养殖达到80万只。

孙国荣说，公司今年将进一步完
善产业链，增加商品鸭孵化、商品鸭养
殖、商品鸭屠宰，大约满足2600人同
时就业，可以带动700多户稳定脱贫。

喀喇沁旗打造扶贫样本：一只鸭 一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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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XINZUOWEI◎直播Live·ZHIBOLIVE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现有贫
困户大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攻坚越往后难
度越大。

赤峰市是国家和自治区重点贫困地区之一，全市

12个旗县区中有8个国贫县、2个区贫县，现有贫困人口
13.5万人，占自治区的1/3，是自治区脱贫攻坚主战场。

为了打赢这场硬仗，赤峰市因地制宜，超前谋划，
积极破解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特色产业发展缓慢、

规模小、效益低，辐射带动贫困群众能力弱的瓶颈，引
导各旗县区探索园区化产业扶贫，引导贫困户参与到
产业发展中来，用坚实的产业打牢脱贫攻坚的地基。

喀喇沁旗通过招商引资形成闭环式产业链条，

经过 3年发展，连盛鸭业已成为喀喇沁旗地方经济
发展的重要龙头。通过建设扶贫园区、培育龙头企
业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带动脱贫，喀喇沁旗精准脱
贫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
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锡盟供销合作社
服务“三农三牧”的综合性、便利化程度这几
年不断提升，从过去的流通服务领域延伸到
农牧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截至目前，锡盟
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建成草业交易市场6个、
活畜交易市场10个、再生资源交易市场2
个、农产品交易市场3个、农资配送中心3
处、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6处、零售商场3
个、电商服务中心4个，在促进农畜产品流
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农牧民的利益
联结变得更加紧密。

在抓好现有公益性兼经营性饲草、活畜
交易市场提质增效基础上，锡盟供销合作社
进一步加大饲草、活畜交易市场扩面和提升
市场功能，力争到2020年每个旗县市建成
一个兼顾牛羊育肥、四季交易及饲草料供
应、草颗粒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服务平
台。同时，在地理位置优越、辐射带动强的
苏木（乡镇），拓展建设一批不定期开放的小
型交易市场或便民综合为农为牧服务中心，
努力实现牲畜四季均衡出栏，打通为农牧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构建农牧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方面，一是加快推进为农为牧服务
中心建设，立足耕、种、管、收、加、贮、销全产
业链，不断延伸土地托管、草牧场托管、畜群
托管等服务链条，建立健全牲畜托管保险机
制，做好农牧业全程化服务。二是加强为农
为牧服务队建设，根据农牧民生产生活需
要，开展日用品、农资、兽医兽药、牲畜运输、
饲草配送等一系列社会化服务。

锡盟供销社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本报记者 李文明

这几天，包头市九原区尹六窑村的郑
福良老汉正忙着搬进100多平方米的新楼
房。搬运家具、布置新家，郑福良说这楼上
楼下的把腿都跑细了。

“别看我岁数大，跑上跑下很累，可心
里是真高兴啊。年轻的时候住的是土房，
改革开放以后家里人通过勤劳致富盖起了
砖瓦房，现在又搬进这城里人看了都羡慕
的新楼房，真是没什么遗憾了。”75岁的郑
福良在尹六窑村生活了50多年，他见证了
村里的住房变化。

说话间，两个小伙子抬着一台液晶背
投大彩电进了郑福良新家。郑福良连忙起
身招呼，趁着送货人员安装电视间隙继续
唠起嗑来：“国家的好政策让咱老百姓的生
活一天一个样。现如今，我和老伴有养老
金，吃穿不愁。娃娃们都出息啦，还时不时
来照看我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郑福良
竖起大拇指晃动着。

“近年来，随着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土房和砖瓦房在九原区即将成为历史。像
郑福良这样住房条件实现‘三级跳’的农民
在九原区比比皆是。”同行的九原区宣传部
工作人员冯浩介绍说。

九原区以农民自觉自愿为前提，加快
对农村地区住房改造，力争全面实现城市
化。在改造建筑形态的同时，还加快改造
村民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让
广大村民切身感受到城市化的好处，享受
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近几年，九原区

全力夯实安置房建设，确保项目整体
稳步推进。去年，当地锦绣新城一个项目
就有9栋楼向安置居民交付使用。其中，
该项目还有3座楼被授予包头市建设工程
质量“优良工程”和“金鹿杯”奖称号。锦绣
新城项目建设完成后，不仅能加快当地新
都市区建设，打通当地交通动脉，还将进一
步优化周边居民的住房条件。

郑老汉
住房“三级跳”

打好产业扶贫的硬仗

本报1月 21 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
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农牧业
的发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我
区各类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快速发
展。截至目前，全区认定职业农牧民
近1万人、农牧民合作社8.2万家、家
庭农牧场 1.3万家，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已经成为我区现代农牧业发展
的主力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力量。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明）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我区发展建设性畜
牧业，全力开展棚圈、青储窖等基础设施建
设，牲畜全部实现棚圈化，过冬畜暖棚羊单
位占有面积1.1平方米以上，大小畜繁殖成
活率达到 98.7%，过冬畜羊单位平均贮草
164公斤，可基本满足牲畜3个月过冬需求，
在全国五大牧区处于领先水平。

内蒙古气候特点是春夏十年九旱，冬季
寒冷雪大，畜牧业生产属于易灾性畜牧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畜牧业防灾
基地建设到新世纪的发展建设型畜牧业，使
我区畜牧业整体上摆脱了“大灾大减产、小灾
小减产”状态，保证了畜牧业的大发展。通过
灾后反思总结，建立顺应草原生态规律的绿
色高质量发展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势在必
行。为推动牧区建立防灾减灾长效机制，自
治区建立牧区饲草料保障机制，积极推动建
立以户储小型饲草库为主、苏木嘎查中型储
备库为辅、旗县大型应急储备库为补充的饲
草料储备机制；大力发展农区、半农半牧区青
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种植，探索建立从
农区调剂调运青贮和秸秆加工收储机制，牧
区饲草料储备量由储足3个月增加到 6个
月，适应灾害和阶段性禁牧需要。

此外，我区积极培育牧区新型经营主
体，大力发展牧区生态家庭牧场、牧民合作
社及农牧民合作社联合体，加快推动草牧场
规模经营，为牧区禁牧休牧创造条件，并利
用倒逼机制在易灾牧区开展牧区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试点。我区还大力推进生产方式
转变，积极推进放牧加补饲，大力推广接冬
羔和早春羔，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冷季载畜
量和饲草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天然
草原压力。

我区建设性畜牧业

居全国领先水平

□文/图 本报记者 马艳军

春节越来越近了，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金河镇棚松营村农民孙四毛
还没顾上置办年货，仍在地里忙着
粉碎玉米秸秆。

他边干边和记者聊着天：“改革
开放40年了，现在的日子每天都象
过年，不用准备太多，啥时去买都
有。”对比过去的日子，他很感慨：童
年时期正是生产队那会儿，他们一
家六口人全靠父母挣工分，一年下
来能分红 36块 5，这个收入跟村里
其他人家相比已经不算少了。有了
这 36块 5，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有指
望了。他还记得，花1毛钱就能在村
供销社买8块水果糖，花2分钱就能
买1个焙子，但父母没钱给他们买。
他和姊妹们穿的裤子全是补丁摞补
丁。1981年棚松营村实行“包产到
户”，家里收入提高了一些，但经济
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父母
供孩子上学还很困难。初中没念
完，孙四毛不得不辍学务农。

1985年，自治区调整农村产业
结构，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推
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孙四毛一
下子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和前景。

从那以后，除了种地，不论春夏
秋冬，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棚
松营村和呼市市区的土路上，把在
乡下收购的家禽、活猪宰杀后卖到
城里的农贸市场。他甚至还背着十
几条麻袋坐火车去银川批发韭菜，
回到呼市后再以零售价卖给市民。
此后，他还陆陆续续干过木匠、养过
奶牛、卖过饲料、开过货车，哪个挣
钱干哪个。

孙四毛刚结婚时，住的是一间
半的草坯房，屋里除了一个红彤彤

的躺柜外，什么都没有。现在，孩子
在城里上班，孙四毛夫妇也住上了6
间砖混结构的大房子，家具电器一
应俱全，一日三餐不重样，出门办事
坐轿车。

2017年，孙四毛看到自治区印发
的《关于引导农村牧区土地草原经营
权有序流转发展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
的实施意见》，他抓住机遇，在本村和
邻村进行土地承包，共流转1000亩耕
地，同年年底收入达到23万元。

2018年，孙四毛参加了呼和浩

特市农广校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示范班，完成了全部课程，获得了
结业证书，开始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行列迈进。从培训班出来，孙四
毛就投资44万元，购买了两台拖拉
机和1台秸秆饲料打捆机。因为他
看中了一个商机：地里有许多秸秆，
把它们破碎打捆，然后卖给畜牧养
殖企业，又是一笔收入。“现在挣钱
的方法很多，只要肯想肯干，好日子
就像含了一口甜草苗，甜蜜的不
行。”孙四毛说。

幸福像含了一口甜草苗

■〖脱贫·行动力〗XINGDONGLI

◎消息树·XIAOXISHU

孙四毛在流转的耕地上忙着为玉米秸秆打捆。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盆栽蔬菜正在成为呼和浩特农民的种植
新时尚。

2017年夏，城里工作的王焱夫妇在呼和
浩特市陶思浩村租了一个闲置多年的大棚种
起了盆栽蔬菜，王焱给它命名为入帘青盆栽
菜。她说：“这属于高端种植。主要采用品质
优良的种子和蚯蚓肥栽培，成熟后既有观赏

性，又可采摘食用。”
目前，王焱的种植基地里有小葱、香菜、韭

菜、紫色油麦菜、紫色奶白菜等10余个品种。盆
栽蔬菜一年能种植好几茬，效益是普通蔬菜的3
倍。2018年，入帘青盆栽菜被内蒙古营养健康
管理协会授予内蒙古营养健康食品合作单位。

当地农民看到这种个性化种植有前景，
有不少人前来取经。王焱说，他们想带动村
民们一起干，做成产业发展起来，为村里寻找
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

盆栽蔬菜成为首府种植新时尚

◎画中话·HUAZHONGHUA

不仅能食用，还有
观赏性。

悉心打理
盆栽菜。

环保灭虫灯。

本报包头 1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文明）记者从包头市农牧业局获
悉，包头市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
作组织+农牧户”产业发展模式，形成
了劳力入股、反租倒包、肉羊养殖分
类带动、三主粮千亩种养单元等一批
利益联结紧密型典型模式。截至目
前，培育形成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82家，全市年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
上、120家加工型龙头企业中的96家
与农牧民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比例
达到 80％，辐射带动农牧户超过 10
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