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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其鲁

“不是高永强关照我，我家的生活
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平时想给他
干点活作为感谢，高永强还一定要付
工钱。”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
新和村啦西社56岁的贫困户边三花，
每次说起这事都感动不已。

边三花和丈夫王三丑患有风湿性
关节炎和骨质增生，腿脚不好，从事农
业生产很吃力。前几年王三丑一度丧
失了劳动能力，后来他家被认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同社的高永强多年从事绒山羊养
殖，是远近闻名的家庭牧场主。为了
帮助边三花夫妻以及村里另外几个贫
困户，高永强免费给每家提供了二十
多只（大部分怀孕）绒山羊供其饲养，
约定3年内只返还同数量的10个月大

的公羊羔。
边三花算了一笔账，母羊每只价

值2000多元，二十多只就是五六万，
如果一旦我们饲养出现什么问题，他
承担的风险可不小。另外，返还的公
羊得饲喂一年左右才能出售。总体算
下来，高永强亏了10多万。“可是他却
说，能帮助我们脱贫，他吃点亏也愿
意。”边三花说。

高永强还借助自己的销售渠道帮
助贫困户销售羊。就在前几天，高永
强联系了一家外地养殖场，帮边三花
卖了十多只羊，挣了3万多元。边三
花想给高永强一些感谢费，高永强婉
言谢绝了。“贫困户的生活还很困难，
力所能及帮他们增加收入是我应该做
的，那能要他们的钱。”高永强说。

高永强中专毕业后，出去打了几
年工，就决定回村里发展养殖业。

但是，高永强不想走父辈养殖的

老路。他说，以前人们大多饲养普通
的肉羊，经济价值不高。经过学习考
察，他决定发展高端的绒山羊种羊产
业。放着熟路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
河。养了一辈子羊的父亲不同意。摆
明形势，分析前景，经过耐心沟通，父
亲终于听了儿子的建议，把家里的肉
羊全部卖了，买回来31只品质很好的
绒山羊。不到一年，品种改良的效益
渐渐显现出来——每只种羊纯利润
800多元，他的羊群也发展到近百只。

2005年，高永强投入10万元从辽
宁买了两只特级绒山羊种公羊，为培
育更好的绒山羊打下了基础。

2011年，高永强注册了鄂尔多斯市
蒙强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了

“蒙绒”商标。现在，除了鄂尔多斯，他的
种羊还销往呼和浩特、包头和巴彦淖尔等
地，帮助1800多名养殖户提升了绒山羊
的品质和收益，每只羊的产绒量增加了半

斤到八两，一只羊多收入80到130元。
作为当地一名年轻有为的创业

者，2016年，39岁的高永强参加了鄂
尔多斯市扶贫创业带头人培训，对国
家脱贫攻坚政策有了深入了解，也感
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助生活困难的乡
亲。高永强想到了给贫困户无偿提供
母羊饲养回收公羊羔的办法。

经过一年的饲养，去年，贫困户陈
世平的羊群发展到50多只，卖羊绒挣
了1万多元。他说，随着羊群的壮大，
效益肯定会更好，一年挣个四五万元
没问题。“有人开玩笑说我的生活以后
不仅会小康，大康也没问题。这全靠
高永强了。”陈世平笑着说。

高永强说，今年秋天，他想带着一
些养殖大户以及贫困户去东北考察学
习，坚定他们走上养殖优质绒山羊种
羊的康庄大道，一起把这个产业做大
做强，帮助更多农牧民增收致富。

“能帮贫困户脱贫，吃亏也愿意”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刚入5月，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武大城
尧村已经披上了绿装。村道两旁行道树整齐
排列、绿意盎然，村民房前屋后树绿花艳，好一
幅新农村绿色画卷！

“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营生。”得知
记者来村里采访，村民刘德华主动提出带记者
去看看村北的枸杞经济林。

“这些都是上个月刚栽下的枸杞，没事我
就过来看看。帮扶单位帮我们找来专业绿化
公司统一栽植养护，两年后枸杞挂果丰收后再
把经济林交给我们，我们坐享其成拿收益。这
样的好事哪里找？”69岁的刘德华难掩心中喜
悦，望着连片的枸杞经济林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这儿的地挺适合种枸杞，以前我也
种过，就是一家种不了多少，产量不高，上门收
购的人也少，后来大家干脆又种回了玉米。”刘
德华说。

武大城尧村临近黄河，耕地盐碱化严重，
村民种植玉米最好的年景一亩地收入也不到
500元，而枸杞耐盐碱，收入是种玉米的五六
倍。十几年前，刘德华和几户村民尝试枸杞种
植，但因种植方法不科学、产量少、品质不高放
弃了。

“您过去种宁杞1号，咱们现在种的是宁
杞7号，中间可是优化了6代。再加上咱们机
械化集中连片作业，统一种植、管护，您就放心
吧，这收成肯定差不了。”武大城尧村第一书记
郭彭飞在一旁给老人宽心，“咱们这个品种，每
亩地最少能产400斤干果。这几年干枸杞价

格一直在低谷徘徊，最少一斤能卖15元。除
去人工采摘、修剪等费用，每亩收入也得有
3000元。要是枸杞价格回升，您的收入可就
要翻倍呀！”

郭彭飞一席话让刘德华哈哈笑道：“错不
了！错不了！”

郭彭飞是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主任。2017年初，他驻武大城尧村担任第一
书记。两年来，郭彭飞与村两委通过落实易
地搬迁、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贫和政
策兜底等“五个一批”惠民政策，基本解决了
贫困群众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实现 30
户 61名贫困户稳定脱贫，剩余4户 8名贫困
户也将于今年脱贫。如何走好脱贫攻坚后
半程成为驻村干部和两委班子一直思索的
问题。

“发展产业是根本之策。把输血变为造
血，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脱贫效果持续稳定。”郭
彭飞说，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他琢磨着将生
态建设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以生态建设为突
破口全力推动脱贫攻坚。这一想法得到扶贫
对口单位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的大力支持。
包头市林草局引进专业绿化公司统一栽植养
护，计划以武大城尧村为主兼顾周边村逐步打
造500亩枸杞经济林示范基地，今年一期工程
先投资140万元实施200亩，目前已经种植完
成120亩。示范基地建设成功后，武大城尧村
周边数千亩盐碱地将陆续种上枸杞，成为“聚
宝盆”。

“林草战线有‘森林乡村’创建活动，我想
通过几年的建设使武大城尧村摘得‘森林乡
村’的牌子，让绿色力量成为武大城尧村乡村

振兴的主要动力。”郭彭飞说。
今年，武大城尧村将以打造“森林乡村”

为目标，对村庄绿化提档升级。目前，包头
市林草局绿化专家已经完成了村庄的高标
准绿化规划，接下来将搭配乔木、灌木和经
济林对道路两旁、村庄闲置土地等公共区域
进行绿化。

为鼓励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庭院内外发展
一户一品特色林果业种植，按照果实成熟期先
后顺序，包头市林草局免费为村民发放了
1500株果品经济林苗木，为老百姓搭配苹果
梨、红枣、金杏、水李子等林果产品，将闲置土
地利用起来种植果品，既可满足老百姓的生活
需要又节约了生活成本。

“未来，这里将两季有花、三季有果、四季
有景。”郭彭飞信心满满地说。

两季有花 三季有果 四季有景

“高配版”的大城尧村就这么美！

◎画中话·HUAZHONGHUA

记者
补记

◎新作为·XINZUOWEI

◎消息树·XIAOXISHU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一场春雨过后，原本灰蒙蒙的山坡渐
渐清晰起来，远处隐隐约约有了点点绿
色。张瑞芳穿起雨鞋，小心地踏上泥泞的
小路，走向黑枸杞种植基地。今年，这里除
了种植1.1万亩黑枸杞外，还将迎来一些新
朋友——浙江省金华“两头乌”特种猪。

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的万亩
黑枸杞种植基地属于内蒙古梅芳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2016年，该公司被国家林业局评
为“服务精准扶贫国家林下经济及绿色产
业示范基地”。张瑞芳是该公司总经理。

就在一个多月前，乌兰察布市引进金华
“两头乌”猪，着力打造以经济林生态建设为
核心，林下饲草料基地建设、林下“两头乌”
养殖、下游产品深加工为辅的田园综合体项
目，形成林地空间多级利用、种植养殖业循
环发展的产业格局。这个项目在乌兰察布
市政府协调下，由内蒙古梅芳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金华市珍其源两头乌食品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项目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分3
期在化德县建设年出栏2万头“两头乌”特种
猪养殖基地。其中一期计划投资500万元，
到2020年，预计出栏达到5000头。

“由于‘两头乌’饲料吃得少，主要以食
草为主，我们还专门划出1000多亩枸杞种
植区套种黑麦草、番薯藤、空心菜等草料。
还将新建占地2000平方米的养殖区，配套
建设20吨冷库一座。”张瑞芳指着眼前的一
大片黑枸杞林地说，“这片地方就是我们选
定的散养林地，占地100多亩，以后‘两头
乌’就能在这片坡地上撒欢儿了。”

金华“两头乌”是全国地方良种猪之
一。因其头颈部和臀尾部毛为黑色，其余
各处为白色，所以被称为“两头乌”，也叫

“中国熊猫猪”，被农业部列入《国家级畜
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是国家级重点保
护的地方畜禽品种之一。以“两头乌”腌
制成的“金华火腿”是世界三大火腿之
一。金华珍其源两头乌养殖基地是一家
纯两头乌猪专业饲养场，2016年成为杭州
G20峰会猪肉指定供应商，登上国宴舞台。

该项目将进一步发挥产业扶贫带动作
用，巩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稳
定脱贫。林间管理员和林间饲草料生产加
工、“两头乌”养殖等岗位将为贫困户就近打
工提供平台。同时，农民可以通过代养模式
获得收益。目前“两头乌”市场均价为每斤
100元左右，公司负责指导和监督养殖过程，
达到要求的猪肉按每斤40元保护价格收购。

“下一步，我们将引进基础母猪100头、
公猪10头用于繁殖，引进500头仔猪作为
商品猪。在进行黑枸杞种植的同时，套种中
草药、杂粮等，形成林地空间多级利用、种植
养殖业循环发展的产业格局。”张瑞芳说。

“两头乌”特种猪
在化德县“安家”

■〖农牧·E关注〗EGUANZHU

本报 5 月 6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
近年来，锡盟镶黄旗巴音塔拉镇胡日
敦高勒嘎查综合服务社通过与当地嘎
查实施“村社共建”，坚持“政府扶持、
嘎查为主体、因地制宜、示范带动”，积
极探索多元化嘎查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实现了农牧民得实惠、集体经济得
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嘎查集体经济发
展活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2013年，胡日敦高勒嘎查综合服
务社获得上级支持资金30万元，经全
体牧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每户入股
1000元，建立了38.5万元的资金互助
合作社。资金互助社以解决牧户当务
之急为目标，为牧户购买饲草料、贫困
生上学和大病治疗解决应急资金，自
成立以来已先后为4户大病家庭提供
无息和低息贷款累计14万元，为嘎查
9户贫困生提供低利息贷款19万元，
为牧民提供购买饲草料短期应急贷款
87.5万元。2017年，该综合服务社争
取嘎查“一事一议”项目资金，购置了
牧业机械设备，建立了机械综合服务
队，承揽畜牧业机械、建筑工程服务，
创收近8万元。2018年，服务社立足
嘎查资源条件，建成砂料配送场，与相
关建筑施工单位达成了近1.6万立方
砂料合同意向。同时，服务社将捆草
机等设备承包给嘎查 1户贫困户经
营，每年为贫困户增加经营收入 2.7
万元。服务社还为4名贫困户提供就
业岗位，每月增收4500元，助力贫困
户脱贫增收。

胡日敦高勒嘎查服务社

多元化集体经济
助农增收

本报5月 6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
鄂尔多斯市将投资 3.09亿元用于电
力扶贫，重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农网
升级改造、老旧计量改造、35千伏线
路、主变扩建等5项工程，确保在工程
进度、质量和实施效果上不打折扣，全
面提升贫困地区供电能力和用电质
量。据了解，去年该市2147户农牧民
用上网电，701眼机电井通电，并建成
一个22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李剑平 摄影报道

春日时节，乡村四野蕴藏着勃勃生
机。连日来，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农民春耕备耕的身影，他们抢抓
墒情，耙地、铺膜、播种……一派繁忙景象。

该县今年计划新建三处千亩燕麦种植
基地，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新增两处
千亩以上露地蔬菜标准园，冷凉蔬菜种植
面积稳定在10万亩。该县还依托乌兰察
布市嘉德农业科技食品有限公司、化德县
艳阳天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龙头企业发展订
单农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生产经营模式，让农民和企业形成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帮助农户拓宽农畜产品销售渠道，切
实解决销售难题。

同时，化德县农牧局、科技局工作人员
深入各农机销售和维修网点进行农机执法
检查，严肃查处无证经营、以不合格农机零
配件冒充合格配件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
和规范农机销售、维修市场，维护农民权益。

本报5月 6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近日，内蒙古社会扶贫工作促进会
第三届第四次理事会在呼和浩特市召
开。记者了解到，2018年，该促进会
围绕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做了承
前启后的工作，并筹备启动了第七届
感动人物评选活动，参与了自治区扶
贫办脱贫攻坚奖的典型评选等工作。
并努力做好全区脱贫攻坚宣传工作，
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扶贫》月刊，征集
编辑了《内蒙古脱贫攻坚人物风采录》
一书。

去年，该促进会积极推进“惠农
贷”项目的实施，全年共完成贷款担保
总 额 21072 万 元 ，较 上 一 年 增 长
10.64%；全力推动“中国社会扶贫网”
上线工作，目前线上、线下共入驻企业
79家，累计销售金额达到33684.9元；
内蒙古社会扶贫基金会工作取得新进
展，全年共募集资金370.68万元，共
捐出资金335.99万元用于社会扶贫。

据了解，内蒙古社会扶贫工作促进
会成立于2006年1月，是自治区扶贫
办主管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以动
员、组织、协调社会爱心力量，整合社会
资源，共同开展社会扶贫和公益事业工
作，支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
主要任务。2016年，该促进会被自治
区民政厅评为5A级社会组织。

内蒙古社会扶贫基金会

去年捐资
335.99万元

乡村要实现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很重
要。而森林乡村建设无疑会为乡村振兴打造
发展潜力，输入发展能量。

立足林业部门行业优势，驻村干部郭彭飞

为武大城尧村植入绿色产业力量，为乡村振兴
培育甘泉活水、输入强大动力。除了谋划推动
武大城尧村枸杞经济林项目这一“聚宝盆”，郭
彭飞和村两委班子还鼓励带动村民推行一户

一品特色林果业种植，发展庭院经济，改善村
民生活质量之余，打造村民的美丽庭院。

森林乡村建设过程，不仅是乡村绿化美
化过程，更是乡村绿色产业发展过程。郭彭

飞说，森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植入绿色力
量，必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让乡村振
兴战略在武大城尧村今日鲜花绽放，明日硕
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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