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呼 和 浩 特 5 月 13 日 讯
（记者 刘洋）这几天，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巴彦镇圪老板村的种植户王永
军特别忙碌。“内蒙古农业大学李教
授指导培育出来的富硒葡萄，我们连
续种了 3 年了。今年种了十几棚，1
棚收益少说 4 万元左右。”

王永军是呼和浩特市大山大海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一名
常年服务基层的科技特派员，他说的
李教授是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队
伍中的“专家型科技特派员”李小燕。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在科技助力
精准扶贫上科学定位、持续发力，通
过选派科技特派员，加大科技示范，
推广良种良法，强化技术培训，做实
科技宣传，在脱贫攻坚战中迈出了新
步伐。科技特派员活跃在田间地头，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已成为呼和浩特
市推动精准脱贫、发展产业扶贫、引
领群众致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更好地推广先进技术和成
果，呼和浩特市探索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模式，让专家型科技特派员常驻工

作站，进行新技术的研究、试验和示
范。专家型科技特派员，每人都带领
10 名以上的骨干科技特派员，骨干科
技特派员再辐射基层科技特派员和农
牧民，形成了一套专业性、针对性强的
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一些新技术、新
成果也通过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开来。

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专家型科
技特派员 20人，围绕呼和浩特市重大
科技专项，担负着研发新型农牧业技
术、对现代农牧业进行技术指导、培训
骨干科技特派员和新型职业农牧民的

任务。呼和浩特市的科技特派员以归
属地为依据，分别成立了科技特派员
工作团，同时按专业归属，成立了专家
团，细化分为蔬菜、果树、食用菌花卉、
畜牧、综合服务5个专家组。

此外，去年呼和浩特市围绕农业
特色产业，以“科技特派员专家+骨
干”的模式，建设科技特派员专家工
作站 20 个。以科技特派员农村创业
为依托，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
方式进行产业扶贫，对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引导实行订单农业，通

过提供种籽资源、技术服务、订单回
收服务增加收入。同时，还通过流转
土地、工厂用工、闲置房屋租赁及入
股等方式，促进产业机构调整，解决
农村就业，带动贫困人员增收，实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实现了科技
特派员与内蒙古星火科技 12396 信
息服务体系的结合，优化和完善农村
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农户可以通过
12396 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联系科技
特派员，提供技术指导等相关服务。

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带领乡亲脱贫忙

本报乌兰察布 5 月 13 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李晓东）乌兰
察布市创新生态发展理念，引进有实力
的企业和能人大户流转土地，逐步形成

“企业+基地+农户”的利益联接机制，
今年规划建设特色经济林 10 万亩，目
前已完成经济林建设任务 7.1 万亩。

根据规划，乌兰察布市前山地区以
发展中小型果树为主，后山地区以发展
灌木经济林为主。集宁和察右前旗以
玫瑰为重点；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察右
后旗、商都县、化德县以灌木经济林为
主，突出枸杞、山杏、沙棘；丰镇市、兴和

县、凉城县、卓资县以乔木经济林为主，
突出金红苹果、大接杏、李子。为了鼓
励发展经济林，该市给予发展特色经济
林地径 3 厘米以上的乔木经济林补贴
苗木费 2025 元/亩，灌木经济林补贴苗
木费 333 元/亩。

为确保今年经济林建设的顺利开
展，该市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
长的造林绿化领导小组，全面协调、督
促、检查、指导经济林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林业
和草原局。市林草局成立 11 个督导
组，深入各旗县对经济林建设任务的

落实情况、品种选择情况、苗木储备情
况、种植和管理模式等进行专项督促
检查。

据悉，该市今年特色经济林建设有
以下几个特点：结合全市“十乡百村”示
范引领行动，重点对公路、铁路沿线村
庄进行庭院经济林建设，主要选择地径
3 厘米以上的优良苹果、李子、杏，确保
当年栽植次年挂果见效；结合乡村振兴
和人居环境整治 3 年行动，推进全市

“十乡百村”示范引领行动，对 104 个行
政村开展庭院绿化，见缝插绿，乔、灌、
花、草、藤相结合，确立的绿化村与“十

乡百村”相一致，与庭院绿化相衔接，全
面完成庭院绿化任务；发展特色经济林
带动贫困户增收，积极鼓励贫困户参与
特色经济林建设。贫困户发展小果园
和庭院经济，政府给予苗木费补贴，对
涉及的贫困户除无偿提供苗木外，林草
部门做好栽植、抚育管理、整形修剪、病
虫害防治等各项技术指导和服务。在
苗木选择过程中，原则上优先选用当地
或就近苗木进行集中采购；引进有实力
的企业和能人大户流转土地，发展特色
经济林，逐步形成“企业+基地+农户”
的利益联接机制，企业通过租赁贫困户

土地、聘用贫困户打工，增加贫困户收
入。同时，将种苗补贴进行占股分红，
红利用于村集体经济，村集体设置公益
性岗位，优先聘用贫困户；选择条件较
好的地块，建设以经济林为主的生态绿
化所需苗木培育示范基地，通过开展育
苗示范基地建设，解决以特色经济林为
主的林业建设苗木短缺问题，外调苗木
价格偏高以及品种不对路、不适应的问
题。加强对经济林建设全程技术指导、
监督检查。对 5000 亩以上经济林建设
地块，市林业和草原局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抽调技术人员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服

务，建成高质量、高标准，林路综合配套
的 特 色 经 济 林 采 摘 园 ；对 1000 亩 至
5000 亩的经济林建设地块，由市林业
和草原局副局长牵头，旗县林业和草原
局技术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建成特
色 经 济 林 高 标 准 经 济 林 示 范 园 ；对
1000 亩以下的经济林建设地块，市林
业和草原局明确包联科站，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

凉城县岱海镇三苏木村村民索太
平高兴地说：“这项政策太好了，我们除
了打工外，等果子熟了，又多了一项卖
果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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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18.7万贫困人口搭上产业脱贫快车
本报赤峰 5 月 13 日电 （记者

徐永升）春耕时节，宁城县大明镇章
京营子村农民徐占龙正忙着在自家
田里播种谷子。“在合作社带动下，去
年我种了四色有机小米，社里统一种
子、统一技术、统一销售，一年下来光
卖小米就挣了 7000 多元。”如今，宁
城县米多多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的黑、白、黄、绿四色小米已小有名
气，成功注册了“辽王御米”和“七金
山”2 个商标，带领 746 户农民靠种四
色有机小米走上脱贫致富路。

米多多种植合作社是赤峰市产
业脱贫的一个缩影。2015 年以来，
该市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4 万多

个，带动 18.7 万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产
业实现稳定脱贫，产业脱贫占脱贫总
人数的 57.5%。“三带一减”是赤峰市
产业扶贫形成的新模式，即发展特色
产业带动脱贫一批、建设扶贫园区带
动脱贫一批、培育龙头引领带动脱贫
一批，坚持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持
续发挥减贫成效。

赤峰市推行全产业链、全价值链
的产业精准扶贫，在每个旗县区形成
2 至 3 个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目
前，已累计发展 170 万亩设施农业、
510 万亩杂粮杂豆、61.4 万亩甜菜、
293.4 万亩紫花苜蓿、321 万亩中草
药和 44.5 万头黑毛驴等特色产业。

巴林左旗的笤帚苗特色产业，集中连
片种植笤帚苗已达 35 万亩，年加工
笤帚 7000 多万把，形成种笤帚、绑笤
帚、卖笤帚的产业链，带动 6000 多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

扶贫产业化、产业园区化。目
前赤峰市已建立设施农业类、养殖
生产加工类、农旅结合类、电商光伏
等新兴业态类 4 类产业园区 38 个。
这些产业园覆盖 655 个嘎查村，通过
务工收益、财产收益、生产收益和资
产收益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 3 万户、
7.1 万人。大双庙的万亩黄瓜产业
园、德清源 240 万只金鸡扶贫产业
园、元宝山区和润农业高新科技产

业园、小城子镇林果采摘扶贫产业
园等园区正在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
载体。

龙头舞起产业兴。近几年，赤峰
市持续实施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提升
工程，先后引进北京德清源、东阿阿
胶、温氏集团等一批实力较强的国家
级龙头企业，培育了蒙都、凌志、金峰
等辐射带动作用较强的地方性扶贫
龙头企业，并不断完善带贫、益贫机
制。目前，全市 239 家扶贫龙头企
业、1.76 万家农牧民合作社和 2013
个家庭农牧场，通过订单收购、流转
土地、产业服务、就业务工和入股合
作等方式，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实现了全覆盖。
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是资产收益扶贫的最大受益
者，他们能分享到财政支持产业发展
带来的红利。赤峰市把 13.2 亿元扶
贫资金入股到 97 家扶贫龙头企业、
75 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49 处
集中式光伏发电站，覆盖贫困人口
13.1 万户、28.1 万人，年收益率 8%至
12%，户均收益 1000 元。为了扶贫
扶志，不养懒汉，该市还利用资产收
益资金，开发了 1073 个农村垃圾清
理、卫生保洁和村务管理等公益性岗
位，既维护了农村的环境卫生，又让
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日前，主题为“关注候鸟迁徙，保护生命共同体”的自治区 2019 年“爱
鸟周”活动暨全区候鸟“护飞行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动。

活动现场凸显社会共同参与的主题，孩子们美丽的画作和征集的野
生动物图片，让群众更多了解候鸟的种类和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景象。我区“爱鸟周”活动已成功举办了 38 届。我区有 2 条候鸟迁徙路
线，每年春秋两季有数百种、数百万只候鸟经过或在我区境内繁殖。近几
年，我区在重要湿地、候鸟迁徙路线以及野生动物分布区等地建立自然保
护区 183 处，保护区面积达到 99.75 万公顷。

关注候鸟迁徙
保护生命共同体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13 日讯 （记者 刘
洋）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
卫支队持续开展网络安全执法大检查，加大对
违法违规 APP 清理整治力度。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现场监督检查本地单位 124 家次，远程技术检
测全市互联网网站 5400余家次，累计发现网络
安全隐患 850 多个，处置网络安全漏洞 27 个。
现场检查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 38 家次，27 个
APP通过安全评估。与 11家网络应用制作、服
务企业签订“净网 2019”网络安全责任书，下发
整改书5份，清理下架违法违规应用3个。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
继续深入推进“净网 2019”专项行动，加强执
法检查力度，做到执法检查规范化、常态化。
进一步落实 APP 应用平台备案和 APP 分类管
理制度，将属于或具有新闻信息、社交网络、网
络直播、加密代理、及时通信、网络交易、网络
支付、网络金融等功能的 APP 统一纳入监管，
确保其规范有序发展。

呼和浩特市

净网专项行动
发现安全隐患
850 多个

本报通辽 5 月 13 日电 （见习记者 薛
一群）日前，“2019 房车家族亚欧之旅”车队抵
达通辽站，沿着哲里木大桥——十二个博物馆
群——哈萨尔圣地等路段进行巡游参观，并在
哈萨尔圣地露营补给，感受通辽市的城市风
貌、特色产品和民俗文化。

据了解，本次旅程以“朋友·一起感受世
界”为主题，途经中国、俄罗斯、希腊、瑞士、芬
兰等 30 多个国家，横穿亚欧大陆，行程 4 万多
公里。车队集结了 30 余台房车，来自国内省
区的 66 位车友最小的仅 3 岁，最大的 70 岁。

通辽市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是“草原丝
路”第一驿站，也是蒙古族人口集中的地区。地
形地貌兼具沙漠、草原、湿地、湖泊、疏林、山地
等特点，境内至今留存着燕长城、金界壕、辽壁
画、元佛塔和清王府等历史文化古迹，科尔沁
500公里风景大道已成为我区旅游精品线路。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通辽市与房车家族共
同搭建交流平台，展现科尔沁草原文化的独特
魅力，提升了“敖包相会的地方——通辽”品牌
的知名度、影响力。

“2019 房车家族
亚欧之旅”途经通辽站

本报巴彦淖尔 5 月 13 日电 （记者 韩
继旺）记者从乌拉特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
甘其毛都口岸进口矿产品贸易值达 49.5 亿
元 。 其 中 ，进 口 煤 炭 2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2% ；进 口 铜 精 矿 2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4%。

甘其毛都口岸是我国过货量最大的公路
口岸。受今年国内制造业生产回暖扩张影响，
矿产品进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乌拉特海关
着力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巩固
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成效，实现企业申报
快、车辆通关快、税费支付快，为进口矿产品货
畅其流提供了有效保障。

甘其毛都口岸

一季度矿产品
进口大增

本报乌海 5 月 13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近日，为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净化市场环境秩序，乌海市和 3 区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
为期 3 天的知识产权联合执法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对 3 区商场、超市、药店的万余
件商品进行知识产权执法检查，范围涉及食
品、日用品、药品、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化妆品
等多个领域，查出标有专利标识产品 44 件，经
检索发现假冒专利产品 6 件。对上述产品，执
法人员进行了拍照取证、登记，下达整改通知
书，责令下架，停止销售。

乌海市

开展知识产权
联合执法专项检查

孩子们在观看护鸟主题展板。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新军

自 5 月 2 日起，呼伦贝尔农垦
集团公司各农牧场喜开春播生产
第一犁，春播生产会战全面展开。

今年，农垦集团合理调整作物
种植结构，坚持调高、调优、调特的
原则，计划播种各类农作物 562.7
万亩，目前已投入 4.6 亿元资金备
足所需物资。并大力发展紧缺和
绿色优质农产品，积极推动生态绿
色种植，种植结构呈现调优态势。
岭西 11 个农场主要以强筋小麦、双
低油菜、啤酒大麦为主，搭配种植
甜菜、马铃薯、水飞蓟及优质高蛋
白牧草；岭南 5 个农场及大兴安岭

垦区以双高大豆、专用玉米、优质酒
用高粱和杂粮杂豆为主，重点开展旱
改水水稻和中草药种植。

目前，垦区农牧场各类农用物资
已经全部足额到位，春播机械总数达
1 万台件，机械总动力达 40 万千瓦。
农牧场制定了抗旱保墒、保全苗，防
灾减灾的春播生产实施方案，对地块
进行逐一踏查，根据地块墒情确定播
种顺序。根据作业类型、折合系数、
单班耗油、零件费、修理费等指标，随
时反映物耗情况，使单车核算真正发
挥降本增效的作用。上岗员工培训
合格率、安全培训教育率和特种作业
人 员 及 更 夫 安 全 培 训 教 育 率 均 达
100%，保障春播生产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

喜开春播第一犁第一犁
学生们带来精彩表演。

科 技 站 农 业 技 术 员 张 晓 云
（左一）与助手在实验室做测土配
方实验。

驾驶员李峰驾驶凯斯 470 履带式拖拉机进行播种作业。 机修师傅白永军（左一）与同事在检修播种机。

播种播种。。

■新思路新动能 乌兰察布市：特色经济林特色经济林““种种””出致富新希望出致富新希望

■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