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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
推动力。只有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壮
大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才能有实力为
村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地
帮助贫困户脱贫。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市唯一一个自
治区级贫困县，自然环境较为恶劣。长
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同许多地区一
样该旗村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

近年来，该旗认真贯彻中央、自治
区党委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扎实推进精
准脱贫三年攻坚行动，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去年 7月份正式退出自
治区贫困旗行列。同时，嘎查村集体经
济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

诚然，目前该旗集体经济整体还比较
薄弱，低、小、散问题相对突出。但是，该
旗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加强组织领导，加
大投入，走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今年，该旗将进一步在激发党员群
众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切实发挥干
部脱贫攻坚尖兵作用、汇聚脱贫攻坚强
大合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全面推动嘎查
村集体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赵弘

我是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里
四口人，我们老两口上了岁数，平时打打零
工，年过七旬的哥哥独身一人，患有精神疾
病，一直靠我养活着，儿子农闲时打工能贴
补点家用。

我给你说说2016年以来，我家里发生
的大大小小的变化吧。

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驻村工作队经

常到我家了解情况，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帮扶责任人更是隔三差五的入
户，时刻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帮助我列出了
脱贫计划，制定了脱贫方案。

先是2016年11月，我们一家人搬进了
乌兰浩特市百旺家苑的住宅楼。我没花一
分钱就搬进了宽敞亮堂又保暖的新楼房，楼
房都是装修好的，什么都是现成的，我就简
单添置了一些家具，暖气也是热热乎乎的，
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抱柴火烧炕啦，这日子
过得真舒心啊。

之后，我把扶贫产业资金入股到内蒙
古蒙犇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从此，家里每
年6000块钱的股金分红成为了我家的保
障。连续几年，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政策的
红利，这扶贫政策真的太好了。

我们两口子都是闲不住的人，农忙季
节经常到田间劳动，还利用女儿家小院，
搞起了“庭院经济”。 去年春天，我们老
两口帮人家插秧补苗、做棉裤挣了好几千
块钱。随后又买了100多只鸡雏，人家帮
扶我们，我们不能躺在家里干等着啊，以

后还得好好努力，让生活越过越好。
去年，我们腰乐嘎查率先开展建档立卡

贫困户“积分制”管理工作，提高贫困户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的参与度和体会感，激发贫困
户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积分制”启动大会
的当月，我取得了464分的高分，成为嘎查里
首个积极参与脱贫的冠军。以后我还得铆
足劲儿好好干，不能给咱们的扶贫工作拖后
腿！

今后，我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到
2020年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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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成了脱贫“领头羊”
【脱贫·全纪录】

【我奋斗·我脱贫】

“我是咱嘎查的冠军”
◎讲述者：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腰乐嘎查陈巴根那

告别贫困的日子近了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这个春节，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然高
勒管委会巴音布拉格嘎查的贫困户郝永宽
和妻子袁瑞霞忙并快乐着。家里的30多
只奶山羊开始下羔子了，每天精心地饲养
着。夫妻俩准备开春把多年不种的20多
亩地种上苜蓿，给羊当草料……

49岁的郝永宽和44岁的袁瑞霞前些
年一直在外打工并做些小生意，日子说不
上多富裕但是也过得去。2016年，郝永宽
突然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治疗花了不少钱，
欠了不少外债，家庭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
顿，后来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在两口子回老家养病的时候，嘎查
里正准备发展奶山羊养殖项目。看到他们

还比较年轻，有劳动能力，于是驻村工作队
的干部便建议他们养殖奶山羊。

“一开始我们也挺犹豫，因为没有养殖
经验，怕养不好赔了钱。后来，驻村工作队
的干部们耐心给我们两口子讲解国家的政
策和养殖的可行性。于是我们先买了15
只开始饲养，后来觉得效益好，又买了20
多只，成了养奶山羊最多的一户。一年多
来，连卖奶和羊羔纯收入有八九万，去年也
顺利脱了贫，这奶山羊算是养对了。”袁瑞
霞开心地说。

她告诉记者，购买奶山羊的钱她家先
付三分之一，然后其余的分3年付清。他
们可以通过出售羊奶和羊羔子慢慢支付，
减轻经济压力。同时，嘎查还建设了养殖
小区供生态移民和易地搬迁的牧民养殖奶
山羊，她家只花了2万就住进了装修好的

70平方米红砖房。
据了解，巴音布拉格嘎查地处库布其

沙漠边缘地段，常年干旱少雨，川沟纵横交
错，立地条件较差。传统的放牧养殖，使得
生态植被非常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农牧民
的生产生活受到了限制，贫困发生率居高
不下。

基于这一现状，作为嘎查的包联单位，
鄂尔多斯市煤炭局、塔然高勒管委会与嘎查
两委、村民代表多方研究探讨，在2017年上
马了奶山羊养殖项目，由市煤炭局与杭锦旗
共同出资370万元，从陕西省富平县购买了
奶山羊322只，建设了储草区、养殖区、生产
加工区，改造奶山羊养殖棚圈10处。

据嘎查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陈
科玄介绍，嘎查所引进的萨能奶山羊是世
界上最优秀的奶山羊品种之一。该种山羊

早熟繁殖力强，多产双羔和三羔，产奶量
600～1200公斤。

奶山羊养殖项目采取的运行机制是
“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牧户”。早
期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摆脱贫穷，向贫困
户出售一部分奶山羊。后期为了集中力量
办好村集体经济，不再出售奶山羊，而是由
农牧户代养，每只每年的纯利润是 2500
元，现有合作农户9户，户均增收2～4万
元。奶山羊生产车间可生产制作羊奶皮、
羊酸奶、羊奶酪、羊酥油，由一家合作企业
负责终端销售，现年销售收入达 30余万
元。

村集体每年拿出利润的70%，按照4：
3：3的模式分红，其中40%用于集体经济
滚动发展、30%用于嘎查基础设施建设及
公益事业、30%用于贫困户扶持。加上饲

草种植等，2018年，该嘎查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了18万元。

塔然高勒党工委书记王俊峰说，当地
的“塔拉沟羊肉”驰名区内外，供不应求，但
是山羊放牧对植被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
奶山羊恰恰是圈养，所以奶山羊养殖还是
具有很大的生态效益的，今后会将其作为
一个主要产业进行扶持。

据了解，近年来，杭锦旗加大了市旗两
级部门对口帮扶力度，选派了市旗两级共
76个驻村工作队、396名优秀干部蹲点驻
村全力推动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并立足
自身区位特点、产业基础、资源优势、经营
传统等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推进集体经济
发展的新路径，形成了多元的发展模式。
2018年，杭锦旗全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了611万元。

2017年5月28日

驻村以来，我经常从大沙岱村的最东头开
始，一家挨着一家进，一户挨着一户问，看看村民
们都有哪些诉求、哪些困难。

5 月份入户时，村民们反映的困难比较集
中。“土豆可是好品种，就是不好卖，再放几天出芽
了，你要是能给卖出去就好了。”已经80高龄的张
润明跟我说，眼神里充满期许。没几天，村里的李
林家也反映了好土豆卖不出好价格的问题。

几天的走访结束后，我发现最着急的事儿还是
土豆滞销。回到宿舍，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陷入
沉思：“武川土豆”品质这么好，名气这么响，但是到
了村民手里它就总是不值钱，卖不出去，为什么？怎
么解决？这是我驻村后摆在面前的第一件难事。时
间不等人，必须尽快想办法帮助村民把压在窖里的
土豆卖出去，减少村民的损失，增加村民的收入。

用什么办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更好的价
格帮村民销售出去。思来想去，巧办法不如笨办
法——亲自上门推销吧。

说干就干，5月28日，端午假日，我一天跑了
47 家饭馆、酒店，帮助农户推销土豆，最终预定
出去 9000 斤土豆，当天晚上送货 5000 多斤。同
时我在微信上发布了销售信息，不少微友帮助出
售，之后陆续将村民的积压土豆在出芽之前销售
了出去，每斤售价从0.6元到0.9元不等。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人笨，但我有幸碰到了一些
友善的人，是他们帮我、帮村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2017年9月6日

作为驻村干部，应该时刻想着多为村民办实
事、解难题，这才是我们驻村的真实意义和现实
价值所在。

同样是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不少农户的葵
花、土豆等经济作物有病虫害，存在减产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人笨腿勤的我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去武川县农牧局找到农广校的李霞校长，向
李校长反映了村里情况，并想邀请农牧局的老师下
村给村民讲解农牧业种养殖技术，包括布病等人畜
共患疾病的防治。没想到李校长非常支持我的工
作，当时就与局里的高级农艺师孙国梁老师定好讲
解主题，同时电话联系了高级畜牧师王海龙老师。

9月上旬，我们的农牧业知识技术培训班正
式开班啦。

孙国梁老师在讲解中，将农牧业知识的讲解
与发挥自身动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结合起来，
鼓励村民积极向上，树立信心、掌握科技知识，做
新时代有志气、有知识、有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

王海龙老师重点围绕布病的防治，进行讲
解。他针对布病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展开讲
解，强调了村民养羊注意事项、防疫措施。

通过农牧业技术知识的传播讲解，村民们收获
了不少日常用得上、用得好的实用技术和防范措施，
鼓舞了村民脱贫的信心，增强了村民致富的动力。

这样的活动使我深刻认识到：村民是需要技术
的，农牧业技术也是需要落实到村民中的。而这就
需要有人给予指导。“我们完全可以在大沙岱村建立
一个长久的农牧业技能培训班。”当天晚上，回忆起起
培培训班上村民们渴望的眼神，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法。。

【短评】 【一线·截图】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精准扶贫，关键在准。近年来，巴彦淖尔
市杭锦后旗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
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
的4.2%降为2018年的0.02%，低于全国、全

区平均水平，2016年顺利通过自治区第三方
评估和盟市互查；2018年7月退出区贫旗行
列，3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2019年计划脱贫
17户47人。告别贫困指日可待。

杭锦后旗在狠攻脱贫这场硬战上，瞄准
贫困户实际收益情况，探索推出自选式、带资
入股、资产收益、就业务工等产业扶贫模式，
实现产业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单一型向
多样型”的转变。2016年以来，该旗累计投
入产业扶贫资金1288万元，帮助2275户贫
困户发展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同时积极引
导市、旗两级共 155家企业与 115个村（分
场）结成对子，2018年结对帮扶企业直接投
入帮扶资金400多万元，协调落实帮扶项目
42个，吸纳解决剩余劳动力300余人，既为
贫困户稳定脱贫找准了门路，也为企业发展
拓宽了发展空间。还打造民建村老梨园、春
光村采摘园、康尔徕育苗基地、红星村万亩葵
园等6个乡村田园综合体，让贫困户融入到
全旗产业发展格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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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区扶贫
办主任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区要聚
焦脱贫攻坚短板弱项，开展“清零
达标”专项行动；要抓好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反馈和2018年度扶
贫成效考核反馈两类问题整改工
作任务；要牢牢扭住“精准、可持
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和提升自我
发展能力”三个关键环节，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集中攻坚，加强跟踪监
测，及时预警纠偏；要创新扶贫投
入和资金监管机制，完善县级脱贫
攻坚项目库建设；要巩固扩大社会
扶贫成果，深化京蒙扶贫协作，继
续推进自治区定点帮扶和“万企帮
万村”行动；要防范化解脱贫攻坚
风险；要加强总结宣传和教育培
训；要关心关爱基层扶贫干部，严
管与厚爱相结合，对在脱贫攻坚中
圆满完成任务、各方面表现优秀的
干部，予以提拔重用。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近日，科左中旗北京顺义区精准扶
贫劳务协作推介会在通辽市科左
中旗宝龙山镇召开。会上，科左中
旗人社局、就业局分别与北京市顺
义区人社局、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
心签订了劳务协作协议，旨在共同
搭建科左中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转移就业平台，建立长期友好合作
关系，助力脱贫攻坚。有30余家
企业参加此次推介会，共提供
4600余个就业岗位，为进一步推
动科左中旗和顺义区形成人才交
流互动、资源信息互通助力。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内
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国家、自治区部署的电力扶贫专项
工程和29个贫困旗县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涉及投资28.78亿元，59个
贫困村实现通动力电，7220户偏远
农牧区实现新能源转网电。

【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