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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春分已过，农事正忙。在巴彦淖
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荣义村村委会后
面的一个农家院落里，几位村民正在
分工协作，筛选大小合适的蒜瓣种子，
准备播种到村集体示范田里去。

“原先我们村的土地盐碱化严重，
基本上只能种葵花。去年经过改盐以
后，渠、沟、路、林全面配套，现在可供选
择的种植品种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
丁红一边掰蒜，一边笑着说起了今年的
新打算。“我们一方面依托项目区引进
的企业，流转土地种植红花、牧草、海水
稻，村民可以就近打工挣工资。另一方
面计划示范种植蜜瓜、大蒜、玉米，引进
湖羊品种，发展特色种养业，带动群众
种养结合致富奔小康。”

从多年来只能单一种植葵花，到现
在可以大面积种植小麦、玉米、红花药
材、海水稻和各种高产饲草，再到渔稻共
生、微咸水养殖南美洲白对虾⋯⋯ 巴彦
淖尔市启动实施的484万亩盐碱地改良
工程，通过大破大立集中连片土地整理，
引才引智改盐技术集成攻坚，让一个个

项目区的种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绿色变
革，昔日的盐碱滩正在变身米粮川。

吹响改盐增草兴牧冲锋号
长期以来，受黄河和总排干渠阴

渗影响，巴彦淖尔市不同程度的次生
盐碱化耕地多达 484 万亩，占全市耕地
面积的 46%以上，成为黄河中游盐碱
化耕地的主要集中分布区。

为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巴彦淖尔
市策划了“484 万亩‘改盐增草（饲）兴
牧’示范工程”项目，委托清华大学编
制工程规划。2017 年，按照自治区领
导“先做好示范”的指示，巴彦淖尔市
在五原县启动实施 5 万亩“改盐增草

（饲）兴牧”试验示范项目，探索盐碱地
改良技术路径和盐碱地改良后的多种
经营模式，为全市乃至全区大面积实
施盐碱地改良示范打样。

“春天水汪汪，夏天白茫茫”曾是
项目区土地的真实写照。这里共有集

中连片盐碱耕地 5 万亩，其中轻度 0.75
万亩、中度 2.5 万亩、重度盐碱地 1.3 万
亩，盐碱荒地 0.45 万亩。

五原县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成立了
项目推进领导小组，下设田间工程规划
设计组、田间工程施工组、技术对比展示
组、耐盐牧草规模化种植组、生态循环养
殖组等15个专项推进工作组，制定了66
项工作行事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从去年正月初三开复工以来，这
里就成为了土地整理的主战场和技术
集成的试验田。我们与中国农科院、
清华大学、南京土壤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合作，同时聘请 7 名技术专家成立了
技术指导团队，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
保障。”五原县副县长韩俊义说。

经过一年的集中攻坚，项目区已
大破大立完成农田配套建设 4.75万亩，
占工程总量的 95%；实施农防林 2000
亩、经济林760亩；实施滴灌2580亩，铺

设管道45.7公里；硬化道路20公里，“田
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林成行”现代化生
态田园布局已初步形成。

项目区改盐工程是试验示范的重
中之重。五原县与中国农科院等 17 家
科研院所、30 位专家合作，开展 22 个
研究课题试验，引进 73 家企业试验改
盐新技术 21 项、改盐新产品 36 个，因
地制宜试种抗盐牧草新品种 30 个、向
日葵新品种 50 个、玉米新品种 30 个，
采取撒施脱硫石膏、明沙、有机肥、改
良剂、种植耐盐作物“五位一体”技术
改良土壤 5 万亩，叠加实施“上膜下秸”
技术 2000 亩，“暗管排盐”技术 5600
亩，试验探索出 9 条盐碱地改良的技术
新路径，为发展绿色产业创造条件。

成功引进了原土起垄林带构建滴灌
水盐调控技术，在重度盐碱地上试验种
植旱柳和新疆杨，成活率达95%；引进南
星公司在十几年不种的撂荒地上试种水
稻，保苗率第一年达到 60%，平均亩产
400斤，荒滩变绿地；河北雄英公司流转
重度盐碱地63亩，采取虹吸井弱渗透地
层盐碱地改良技术，既改水又改土，当年
种植玉米保苗率达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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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滩上的绿色变革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本报呼和浩特 3 月 30 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3 月 29 日，自治区“草原
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第二轮宣讲走
进呼和浩特，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自
治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小分队成员蔡
常青，走进干部群众和村民中间，结合
实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全国两会精
神传递给大家。

上午，蔡常青为呼和浩特市各级干
部宣讲，着重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总体要求，并联
系呼和浩特市的实际进行了详细解读。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贺天锁说：“这次宣讲有很强的针对性，
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下一步，我们将
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持续发力，
打好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攻坚战，确
保我们的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一天比
一天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既是改
善环境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为了更好地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呼和浩特正着手对全
市的建筑工地实行六个百分百的监管，
还在全市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努力
从 根 本 上 改 善 和 提 高 我 们 的 环 境 质
量。”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刘四平说。

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常
培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
确指出了内蒙古在全国生态安全中的
战略定位，系统阐述了抓好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的重点工作，为我们各行各业进
一步做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遵循、指
明了方向。”

“今天降温刮风，没想到您顶着大
风准时来了，村民们听说您来给传达两
会精神，都早早等上了，大家都想知道
国家对农业方面有啥惠农新政策，下一
步该咋做。”当天下午两点，当蔡常青来
到土左旗塔布赛村的现代农业园区蔬
菜大棚种植基地时，塔布赛村委会党支
部书记张忠旺紧握他的手高兴地说。

随后，蔡常青来到村委会与村民面
对面交流起来，鼓励大家要把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努力探索出
一条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突出特点就
是关注民生，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
很多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党和政
府都挂在心间，我们更应该一心一意谋
发展，聚精会神创业增收致富啊。”蔡常
青和大家聊着。

张忠旺说：“是啊，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关怀，让我们干劲倍增，我们一定按
照总书记的要求，大力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绿化美化村庄，大力推进红色旅游，
带动村民致富，走出一条生态好、群众
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之路。”

“草原学习轻骑兵”小分队
走进呼和浩特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 3 月 30 日讯 （记者 梁亮）3
月 30 日，内蒙古首个绿色装配式建筑
项目——呼铁中朵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开
工，这标志着我区建筑领域在探索绿色发
展进程中实现了新跨越。从今年起，这种
环保、低碳、安全的装配式建筑将成为内
蒙古建筑业新的主流建筑模式。

据悉，装配式建筑与传统一砖一瓦
起高楼的建筑模式不同的是，其把现场
施工作业转移到了装配式建筑工厂，墙
面、地板、楼梯等建筑构件都在工厂制
造，而施工现场的工人们只需像搭建积
木一样，组装好一栋楼。如果建一个三
层的别墅，两天即可交付使用。

今年，我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
动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把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赤峰市等地区列为装配式建
筑试点，并提出到2020年，呼包赤地区的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15%以上。
到 2025年，呼包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比例 40%以上，其中，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装配式建筑比例要占到新建建筑面
积70%以上。在自治区产业政策推动下，
目前，中建七局、远大住工等建筑名企与
内蒙古中朵集团联手，在绿色建筑、装配
式、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开展研发设计，
通过引入绿色产业模式、绿色生活模式，
实现区域整体绿色低碳发展。

我区首个绿色装配式建筑项目开工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张玉洁 周楠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
的湘西风光，在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
心痛”。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
历史上这里也“穷得让人心痛”。

长期以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与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
歇。湘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太
久太热切。

2013 年的深秋，湘西花垣县十八
洞村苗寨，沿着狭窄山路，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在苗家黑瓦木楼前的一
块平地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作出了“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
指示，要求当地闯出“不栽盆景，不搭风
景”“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之路。

一场围绕脱贫攻坚难点，按照精
准扶贫新思路，摆脱绝对贫困的新探
索，在湘西铺展开来⋯⋯

一看湘西探索破解“产业之问”
走进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

大姐家，火塘上挂满了新熏的腊肉。
穿着苗服的她对 6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
够不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
他 还 走 到 猪 栏 边 ，看 我 养 的 猪 肥 不
肥。”她说。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子里，唯
一的电器是一盏 5 瓦的节能灯。如今，
她家不仅新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
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
入都近万元了。”村里的变化让大姐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村里现在种植了
猕猴桃，又发展了旅游，大家生活变好
啦。盼望总书记再回来看看！”

湘西一方山水虽美丽，但长期以来
却难以养活一方百姓。当地贫困农民的
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业和劳务输出，由
于缺乏支柱产业，收入极不稳定。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
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
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
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为湘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湘西州扶贫办主任李卫国说，湘
西历经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
山羊、种植蔬菜等产业，但走过的弯路
不计其数，究其原因，除了受到地理条
件、市场对接等因素制约外，也与过去
产业扶贫工作的“粗放”直接相关。

“必须‘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
增收想明白’，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这句话，真正使产业扶贫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李卫国说。

产业建设，是“造血”扶贫的关键。
湘西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逐步领会到“精
准”的要义，开始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2014 年以来，十八洞村依托独特
的自然环境，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
扶、股份合作等模式，因人施策发展起
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绣、劳务
输出和山泉水等六项产业，并规划确
定以乡村旅游为长期产业，猕猴桃等
经济林种植为中期产业，其他种植养
殖为短期产业。

推广十八洞村经验，湘西各地倡

导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

仲春时节，记者在位于湘西吕洞
山贫困片区的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
看到，上到 90 岁的阿婆、下到 10 多岁
的孩童都加入采茶“大军”。这里曾是
黄金茶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但一度濒
临消亡。近年来，吉首重点围绕基地
建设、产品加工、品牌打造、茶旅融合
四大环节精准施策。目前，黄金茶已
成为全市扶贫支柱产业，全市 50%的
贫困人口依托茶叶脱贫致富。

湘西的手工编织也是因地制宜的
成功案例。湘西龙山姑娘谭艳林在龙
山县城创立了“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
公司，将土家族特色编织手法与现代
设计相结合，编织出的毛线摆件、玩具
和服装配饰等受到消费者喜爱。在政
府扶持下，“惹巴妹”已在湘西八县市
设立 18 个扶贫车间，带动就业 1475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902 人，易地搬迁
户 337 人，人均年增收上万元。

目前，湘西州三分之二贫困人口
通过产业实现增收脱贫，50.88 万贫困
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
带动 76.8%的贫困人口脱贫，83%的贫
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

二看湘西探索破解“动力之问”
遥远的湘西小村十八洞，一直为

习近平总书记所牵挂。
2016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
团审议时，关切地询问十八洞村脱贫
进展情况：“现在人均收入有多少了？”

“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
这是十八洞村给习近平总书记的

最新答卷：2017 年，退出贫困村；2018
年 ，全 村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从 2013 年 的
1668 元增加到 12128 元；至今累计 30
名大龄青年“脱单”。

“要脱单还得先‘脱懒’。”时任十
八洞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龙秀林说，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到十八洞村时，
专门提到“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
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这些话说到了村民和我们扶贫工作队
员的心坎里。

2014年初，花垣县精准扶贫工作队
进驻十八洞村。“工作队刚进村，就有老
百姓找我要钱要物。”龙秀林说，“在第一
次见面会上，一听我是宣传部干部，有
人就议论开了，嫌弃宣传部要钱没有，
要项目更没有，顶多只带了一张嘴。”

在摸索“七步法”“九不评”精准识
别贫困户后，扶贫工作队把“扶志”放
在重中之重。十八洞村举办多期道德
讲堂，创新推行“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
管理模式”，从支持公益、遵纪守法、个
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等六个方面进行量化，村民以组为
单位互相评分，全程公开，张榜公示。
为了让贫困户从心底想要脱贫，扶贫
工作队 5 名队员分别与 5 户最困难、工
作难度最大的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孤儿长大的龙先兰，由于早年家
庭变故，从小喜欢喝酒、打架，哪儿喝
醉了就躺在哪儿睡觉，家徒四壁。龙
秀林的关心感动了龙先兰，帮他改掉
了好喝酒的坏习惯。扶贫工作队又帮
助他外出学习、见世面，掌握了养蜂技
术，开始养蜂、卖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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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在呼和浩特市鹏欣金游
城，市民观看百种鸟类。当日，“呼市首
届珍稀百鸟奇幻展”展出，来自全球的百
种珍奇鸟类与市民近距离接触。展期将
从 3 月 30 日持续至 4 月 7 日。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百鸟奇幻展

本报 3 月 30 日讯 （记者 白丹）
清明节将至，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
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自治区纪委监委
印发《关于抓好清明节期间正风肃纪工
作的通知》，要求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
国家公职人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遵守相关纪
律规定，坚持移风易俗、勤俭节约、保护
环境，做到文明、节俭、低碳祭扫，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通知强调，严禁使用公车、公款、公
物进行私人祭扫、踏青、探亲访友、相互
宴请，严禁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车辆
进行祭扫或其他活动，严禁要求基层单
位安排到旅游景点、采摘园、农家乐、牧
家乐等场所游玩和安排吃请，严禁用公
款接待回乡祭扫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严禁借祭扫名义讲排场、比阔气、大
操大办、借机敛财，严禁违规参加或组
织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严禁参与各

种封建迷信活动等违规违纪行为。
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要真正承担起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要求，要与正在开展的深入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早部署早安
排，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不发生违规违纪行为。全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
督责任，不断拓宽监督举报渠道，认真受
理群众监督举报。同时，要紧盯重点部
位、重点场所、重点问题，通过采取明察
暗访、大数据筛选等多种方法加强监督
检查。对顶风违纪者，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

同时，自治区纪委监委公布 3 种举
报方式，电话：0471-12388；举报网站：
neimeng.12388.gov.cn；举报信箱：自
治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自治区纪委监委印发通知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