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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八百里河套是我家，家是我心
中的一幅画。”与这首《八百里河套是
我家》的歌曲一样，党的好政策也为
贫困户徐二仁谱写了脱贫“三部曲”。

沿着一条水泥路走到最东头，
就到了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乌拉山镇水桐村西公中组贫困户徐
二仁的家。“生活有低保，看病有医
保，给了十几只羊，还住进了新砖
房，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72 岁的
徐老汉激动地说。

2015 年，驻村工作队进村入户
时了解到，徐二仁一家是“外来户”，
只有 11 亩土地，且大多为盐碱化严
重的半荒地，年收入仅有 4000 多

元。
徐二仁患有高血压病，要常年

吃药；老伴儿忻瑞华受关节炎、老胃
病的困扰，需经常住院治疗。缺乏
劳力和收入来源的徐二仁一家成了
村里典型的贫困户。

看到徐二仁和老伴儿还住在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土危房里，
乌拉山镇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为
徐二仁一家补贴了 4 万元，盖起了
一间 32 平方米的砖房。

房子虽然不大，但厨房、土炕、
客厅一应俱全。“一分钱没花就住上
了新房，这生活美的跟画一样。”徐
二仁高兴地说。

“我们老两口都有低保，一年能
领 5000 多块钱。政府还给我们每
个 人 交 了 200 块 钱 的 医 疗 保 险 、

115 块钱的大病保险，还免费给我
和老伴儿做了体检⋯⋯一年光各类
政策性补贴就有近万元。”掰着手指
头，徐二仁算起了账。

按照“五个一批”政策要求，乌
拉山镇立足实际情况，将精准识别
后的贫困户分类建档、分户施策。
在享受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同时，
徐二仁一家还被纳入了社会兜底保
障的范围。

“我们都 70 多岁了，没有劳动
能力，现在靠国家的各种补贴兜底，
不愁吃、不愁穿，看病有医保报销，
生活确确实实有了保障。”忻瑞华笑
着说。

临近中午，徐二仁开始为自己
养的绵羊饮水、准备草料。徐二仁
告诉记者，为了拓宽增收渠道，政府

还免费给了他 15 只基础母羊。加
上自己之前养的 10 只和今年产的
羊羔，他家的绵羊达到了 40 多只。

“虽然上年纪了，但是出去放个
羊还是没有问题的。何况有人帮着
咱拔穷根哪！”说笑间，徐二仁清理
起了羊圈里的草秸。

徐二仁粗略地算了一笔账：今
年他打算出栏 10 只羊羔，按市场价
每只 500 元计算，除去饲养开支，出
栏一茬羊羔能收入 3500 元左右。

“只要还有能力，我还想多养点儿
羊。”看着撒欢儿的小羊，徐二仁别
提多高兴了。

从不愁吃、不愁穿，到实现基本
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徐老汉可
谓是实现了脱贫“三部曲”的大跨
越。

徐老汉的脱贫“三部曲”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接羔的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
候。母羊生产前就得一直盯着，生产
后要及时把羊羔抱到暖和的地方，防
止天太冷羊羔被冻死。如果母羊难产
的话，还需要人工接生。”除夕这天一
大早，天寒地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赛汉塔拉镇都呼木嘎查牧民段长明
两口子已经在羊圈里忙活几个小时

了。虽然疲惫，但段长明心情很好，他
笑着说：“对我们牧民来说，除夕辞旧
岁的时候接羔会有好福气。”

忙完接羔，段长明来到棚圈里，给
满圈的绵羊添加饲草料。羊群“咩咩”
的叫声打破了旷野的寂静，他指着几
十只跑来跑去撒欢儿的小羊羔对记者
说：“这些是两个月前接的羔，今年接
羔早。”

作为全盟最早一批接羔的牧民，
从 2018 年 11 月底开始，段长明家就

陆续开始接产冬羔，现在最大的羊羔
已经 50 多斤了。“我家原本只有 80 只
羊，为了能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从
2014 年开始，我外包了 60 只羊开始
发展牧业生产。”段长明说，“我家接
羔比较早，也就能早出栏。早出栏不
仅能享受到补贴政策，对草场恢复也
有很大的帮助。”

段长明家每年在屠宰季能够先后
出栏 3 批羊，今年预计接羔 160 只。
为了抓好羔子膘情，段长明提早备好

了过冬所需的饲草料，他说想要收入
高，就得保证养殖的质量。“现在我们
的思想提高了，都懂得羔子膘好、羊肉
好了，价格才能提高。”段长明说。看
着满圈活泼可爱的小羊羔，夫妻俩一
脸欣喜。眼前这些羊可是一家人最大
的指望。等到出栏的时候，会有一笔
不小的收入。

如今，锡林郭勒盟品牌越来越受
市场认可，在四季出栏的引导下，牧民
们饲养积极性不断增加，分季出栏既

保护了草场，又有效提高了牧民收入。
一年之计在于春。据了解，近几

年，为进一步做好冬羔早春羔提前出
栏工作，让广大牧民在新的一年里有
一个好的收成，锡林郭勒盟积极引导
牧民转变思想观念，施行科学养畜，全
力做好接羔保育工作。

全盟积极组织牧民储备饲草料，
截至年初，完成饲草调剂 2.3 亿公斤，
提供接羔保育饲草保障。提高饲养管
理水平，加强牲畜疫病防治，最大限度

地提高接羔保育成活率，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和苏木兽医站工作人员组
成工作组走村入户，免费发放消毒药
品，讲解动物防疫知识，加大牲畜疫病
防治力度，对一些牲畜常见病随时随
地进行常规治疗，提高接产工作的安
全性以及母畜和接产仔畜的成活率。

同时鼓励牧民早出栏、多出栏，加
快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转变畜牧业
生产经营方式。预计到 2019 年 5 月
底，全盟接冬羔早春羔可达 120 万只。

“除夕接羔给咱牧民接来福气”

◎画中话·HUAZHONGHUA

微语

◎新作为·XINZUOWEI◎直播 Live·ZHIBOLIVE

□张慧玲

接羔保育工作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环节，
关系到畜牧业稳定发展和广大牧民的切身利
益。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三农三牧”工作放
在首位，各级政府和农牧业部门高度重视接羔
保育工作，本着早行动、早计划、早部署的工作
思路，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接羔保育工作圆
满完成，让牧民吃上了定心丸。

苏尼特右旗采取综合措施，切实做好牧区

接羔保育工作，为全年畜牧业生产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切实保障饲草供应，抓好牲畜疫病防
治。摸清饲草料、药品准备情况，及时调配，确
保接羔保育物资准备充足。做好气象、交通等
方面的信息服务，加强预警预测，遇到恶劣天
气，提前及时通报牧户做好应急准备，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防止因天气变化造成损失。加强对
牧民的技术指导，特别是发挥好各基层畜牧兽
医服务站所的作用，对牧户进行饲草料补喂、棚
圈抗风寒、接羔室保暖、羔羊常见病防治等方面
的指导和服务，确保母畜安全，提高仔畜成活
率，保障了畜牧业生产稳定健康发展。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记者从
自治区粮食与物资储备局了解到，近日，经过与
相关企业谈判以及储粮验收，呼伦贝尔市级应急
成品粮储备工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为保障呼伦贝尔市政府所在地及周
边地区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出现的成品粮食
应急供应，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呼伦贝尔市粮食局积极协调市财政局、
农发行呼伦贝尔市分行大力推进市级应急储备
成品粮建立工作。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呼
伦贝尔丰益麦业有限公司承担 1500 吨市级应急
储备成品粮的储存任务，并下发《关于建立呼伦
贝尔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的通知》和《呼伦贝尔
市 1500 吨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督导
承储企业积极组织粮源加工入库储存。

日前，呼伦贝尔市粮食局、财政局、农发行联
合对呼伦贝尔丰益麦业有限公司加工入库的
1500 吨市级应急储备小麦粉进行了实地检查验
收，1500 吨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数量真实、质量
符合国家储备粮质量标准、储粮环境卫生状况良
好、仓储设施完好储存安全，验收合格。此次验
收标志着呼伦贝尔市级应急成品粮储备工作圆
满完成。

呼伦贝尔

市级应急成品粮储备
完成验收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春节期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的农民依然在棚里忙碌着。冬季温
室蔬菜刚卖完，他们又开始整理土
地，采购基质土和穴盘，准备育瓜菜
苗。

位于陕坝镇康尔徕设施农业园区
的一栋温室里，几个妇女正往育苗盘里
点种香瓜籽。温室主人王宏说，他家今
年种植了 15 个大棚，是种植面积比较
大的一户，一般3~6月育苗，6~9月种植
香瓜，10~12 月种植柿子、茄子、豆角
等，正常情况下收入20万元没问题。

王宏说，我们村的地少又不好，
如果不是政府引导投资建设设施农
业园区，村民的日子比现在差很多。
现在，村民小组几乎家家都有温室或
塑料大棚，年收入多的有二三十万
元。

49岁的杨喜玲这两天在王宏家打
工，每天能点种 200 多盘香瓜籽，一盘
工钱是 5 毛，一天能收入 100 多块钱。
她家有一个温室和 4 个塑料大棚，每
年出售瓜菜苗和蔬菜，行情好的时候
能收入十几万元。

“最近开始育苗了，现在人还不算
多，过段时间，这里连育苗的加上打工
的有几百号人，场面可热闹了。”杨喜
玲笑着说，“温室大棚一年四季离不开
人，比较辛苦。话说回来，不辛苦哪能
过上好日子了。”

据了解，杭锦后旗设施农业育苗
品种主要包括西甜瓜、番茄、青椒、茄
子、黄瓜等，能够完全满足当地蔬菜种
植需求，一部分还对外销售。瓜菜苗
不仅供设施农业生产用，还包括大田
生产，其中供温室种植的瓜菜苗已经
出苗，长势良好。

旗蔬菜办的郭春梅对记者说，在
设施农业生产中培育壮苗是生产中最
关键的一步。近日，蔬菜办科技人员
分赴各育苗基地指导温室育苗户掌握
育苗关键技术，严格按照标准化技术
规程进行田间育苗操作培育壮苗，为
出好苗和买个好价钱打好基础。

春来育苗忙

接羔保育是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大计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日，包头市
石拐区供销合作社组织工作人员对吉忽伦
图、五当召两个基层供销合作社食品质量
安全进行检查。此次检查是按照《关于印
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假冒伪劣食品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根据职责分
工，为保障基层供销社经营食品安全开展
的自查，重点对是否经营假冒、侵权“山寨”

“三无”、劣质、超过保质期等食品进行了检
查，对供销合作社经营人员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严把食品进销货关口、确保经营食品
安全可靠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向基层
社经营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
传，发放了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册。石拐区供销合作社将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扎实开展好农村牧区假冒伪劣食品专
项整治工作，切实做好农村牧区安全食品
地有效供应。

◎消息树·XIAOXISHU

本报 2 月 25 日讯 （记者 李晗）近年来，
自治区各级供销合作社通过开展土地（草牧场）
托管等社会化服务，积极参与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不断探索农牧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取得
了良好效果。

2018 年，各级供销合作社争取各级财政资
金 4228 万元，带动社会资金 4437 万元，依托 7
个社有企业、4 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和 2 个专业合
作社开展土地（草牧场）托管项目 13 个，助推自
治区社会化为农牧业服务体系的形成。其中，重
点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粮食主
产区开展大田托管，探索“谁来种粮”问题。在呼
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部分牧业旗县开展草牧场
托管项目，探索“谁来放牧”问题。所属内蒙古农
资公司依托在全区建设的 15 个县级为农服务中
心提供土地全托管和半托管服务，开展直供直
销、测土施肥、庄稼医院、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网
上农资、农业金融担保等新型业务。目前，全系
统共实现土地托管面积 168.19 万亩，辐射全区
40 个旗县；实现土地流转面积 56.75 万亩，配方
施肥面积 43.09 万亩，统防统治面积 42.35 万亩，
农机作业面积 81.75 万亩，科学试验示范田面积
5.6 万亩，以农牧业服务的规模化助推农牧业生
产效率提升。

部分盟市供销合作社依托地方农畜产品优
势，在杂粮、畜产品、水稻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探
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牧户”的产业融合
模式，通过股份联结、业务合作、层级联系，推进龙
头企业、合作社与农牧民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结机
制。赤峰市供销合作社与市扶贫办、邮储银行、内
蒙古财信担保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订单农
业+强龙贷”合作协议，发展葵花订单基地 3 万多
亩，为订单农户落实贷款 1860 万元，供应优质化
肥 3 万吨、种子 1.5 万袋、滴灌带 2.3 万卷、地膜
1000余吨，订单农户年纯利润达2300万元。

截至目前，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共成立基层
供销合作社878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113个。

自治区供销社

创新拓展农牧业
社会化服务领域

□本报记者 赵弘 高敏娜 摄影报道

“这是卖小白菜和油菜的钱，一共 110
元。”“2 月 19 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
镇黄家店嘎查第一书记王壮把卖蔬菜的钱交
到武佰臣手中。

58 岁的武佰臣是黄家店嘎查村民，武佰
臣听力不好，妻子患精神病，无劳动能力，
2016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王壮根据实际情况为他们寻找脱贫项

目，制定了脱贫计划，并为武佰臣家申请到了
7 万元异地搬迁保障房政策补贴，加上武佰臣
自筹的 4 万元，购买了一座 450 平方米的温室
大棚。“这个温室大棚既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
题，也解决了他家的脱贫产业问题。”在绿意
盎然的温室大棚里，王壮介绍说。

由于缺乏大棚种植经验，去年初，武佰臣
种韭菜失败了。“当时我慌了神，多亏技术
员给我指导，4 月份帮我补种了黄瓜才挽回了
经济损失。”武佰臣说，“现在，什么时候播种
育苗、点花授粉、病虫害防治⋯⋯我心里门儿

清。”
去年，武佰臣大棚收入近 6000 元。“大棚

就是我的致富希望，这绿叶子就是我们老两
口的‘金叶子’。 ”侍弄着油菜的武佰臣乐得
合不拢嘴。

据了解，黄家店嘎查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25 户，其中 4 户从事设施农业。去年，镇政
府针对设施农业脱贫产业持续帮扶，为选择
设施农业产业脱贫户大棚统一升级，加装保
温层，配置鼓风锅炉，为实现四季不间断种植
蔬菜提供有利保障。

绿叶子就是咱的“金叶子”

■〖脱贫·行动力〗XINGDONGLI

给西红
柿苗浇水。

采摘小白菜

。

收到卖菜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