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
任
编
辑
：
张
敬
东

版
式
策
划
：
梁
震

制
图
：
王
涛

2
0
1
9

年5

月1
6

日

星
期
四

村民收获满满的幸福
每天早上5点 40分，木都柴达木村

四社村民（保洁员）徐列羔便起床拿着工
具、骑着摩托车对自己负责的路段垃圾进
行整治清理，并在太阳升起前将垃圾分类
倒进路边的垃圾箱；中午，由镇里垃圾车
统一运送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后续处理。
目前，该村已实现“户分类、社保洁、村收
集、镇转运”的环境整治模式。

为使木都柴达木村人居环境持续好
转，该村在市住建局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持续加大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力
度，招聘7名村民和10名护林员组建了
卫生保洁队，负责垃圾日常清运工作，垃
圾实现定时清理、定点倾倒，垃圾清理率
达到98%以上。同时落实了专门的收运
设施设备，建成5处垃圾集中投放点，配

备可卸式垃圾箱15个。现正在规划建设
1处垃圾转运站。据统计，自2018年以
来，该村累计收运、处置农村生活垃圾65
吨。

近年来，木都柴达木村把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突破口，以“治脏、治乱、增绿”为
重点，坚持净化、亮化、美化、绿化“四化”
同步，通过党员示范，百姓参与，全面推进
农村环境治理。

结合村子发展情况及村民生活习惯，
木都柴达木村制定了人居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制定了网格化责任清
单，划定了“两委”班子成员包片、驻村干
部和小队长包社、党员和村民代表包户的

“网格化”环境整治“责任田”，压实各级责

任，并与农户签订了环境卫生“三包”责任
书，引导村民自觉整治生活中的“脏乱
差”，全村形成了家户小改观、整体大变化
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污水管网设
施，所以采用这种外接化粪罐式的方
式，解决村民的如厕问题，方便了村民，
对环境也没有污染，化粪池经过发酵还
可以还田利用，废物变宝。”市住建局驻
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韦向东介绍，

“2018年已完成户改厕 68户，2019年
计划完成户改厕 110户，争取完成户厕
普及率达到 50%。并在人口相对集中
村委会附近建成78.9平方米装配式水冲
公共卫生间。”

此外，在市住建局的帮助下，投资65

万元完成5.5公里村部道路绿化工程，投
资15万元完成村内45公里的排水渠修
缮工程，解决庄稼地、林地常年积水问
题。投资60余万元为种猪繁育基地养殖
场配备了粪污处理设施及饲草料种植基
地，大力提倡“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四
大行动，促进粪类还田、饲草喂养的良性
循环，减少了粪污对村庄环境的影响，使
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进一步美化了
村庄环境。

针对农牧民环保意识不强，随意丢弃
垃圾、柴草不集中等生活陋习。去年，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开展“四个一”系列活
动，即印制一批宣传册、发动一批宣传员、
表彰一批先进农户、开展一次卫生大评比
活动。同时，驻村工作队协调15万元环境

整治经费，发动群众及时清理整治道路沿
线、房前屋后、屋内环境卫生，解决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杂草丛生等突出问题，提高
农牧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通过一
段时间的整治，村民从屋内生活家居到房
前屋后草圐圙、柴堆、杂物都很规范整洁。

今年，木都柴达木村将人居环境整治
与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庆祝“三八”活
动为契机，对村内“栓整人家”“好婆婆好
媳妇”“卫生先进户”“文化活动带头人”等
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同时积极开展“最
美庭院”大评比活动，以家美、院美、田美、
林美、生活美的“五美”为标准，每季度开
展评比，激发村民向上向善、清洁家园的
积极性，提高文明素养，有效带动了村庄
环境的整体提升。

在乌审草原上在乌审草原上，，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小村庄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小村庄———木都柴达木村—木都柴达木村。。走进村落走进村落，，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水泥村道干水泥村道干
净整洁净整洁，，家庭院落错落有致家庭院落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树掩映房前屋后绿树掩映，，排水沟渠修砌整齐排水沟渠修砌整齐，，健身广场设施齐全健身广场设施齐全，，新植的新植的““新绿新绿””分外清新分外清新、、引人注目引人注目，，整个整个
村庄犹如一幅美丽的乡村山水画村庄犹如一幅美丽的乡村山水画。。

““我们村子不大我们村子不大，，但建设得越来越漂亮了但建设得越来越漂亮了，，大家生活舒适安逸大家生活舒适安逸，，特别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特别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村容村貌有了很大变化村容村貌有了很大变化。。””乌审乌审
旗嘎鲁图镇木都柴达木村村支书王世奎介绍说旗嘎鲁图镇木都柴达木村村支书王世奎介绍说。。木都柴达木村位于嘎鲁图镇东南木都柴达木村位于嘎鲁图镇东南2525..55公里公里，，毗邻陕西榆林市毗邻陕西榆林市。。全村共有全村共有354354户户
991991人人，，下设下设77个农业社个农业社。。近年来近年来，，该村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该村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以建设新农村以建设新农村、、生态村生态村、、最美乡村为载体最美乡村为载体，，多轮驱动多轮驱动、、
多项并举多项并举，，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四化”携手“五美” 党建引领发展

木都柴达木村内外兼修打造美丽村庄木都柴达木村内外兼修打造美丽村庄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张旭张旭

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乡村振兴的根和源泉在农村基层党

组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农村基层党组织
这个根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夯实
农村基层党组织力量，不断提升组织力、
战斗力、凝聚力、发展力。”韦向东说。

为从思想上解决阻碍木都柴达木村
发展的难题，2018年，工作队驻村以来，
邀请市委党校教授和市农牧业科学研究
院、种良站专家分5次向农牧民宣讲了十
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农牧民
畜牧养殖技术专题宣讲，并且每月组织党
员、村民代表集中学习2次；按要求组织
召开“三会一课”、组织民主生活会、党员

评议，加快推进村阵地建设，村党组织凝
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为营造一个“干净、整洁、优美”的环
境，木都柴达木村以党建工作为统领，通
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围绕农村环境治
理，用基层党建打通乡村振兴的神经末
梢，引领农民走向幸福生活。

动员农牧户主动清理“五堆”，拆除破
墙烂圐圙，对牲畜棚圈及周边环境进行整
治，回收废弃薄膜、药瓶等农业生产废弃
物，2018年组织党员、干部、三委成员开
展道路沿线环境整治工作10次。

村庄美，还要钱包鼓。木都柴达木村
注重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2018
年，在市住建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建成
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种猪繁育基地，并启
动了种猪繁育基地建设，市住建局投资60
万元，购买母猪8头、种猪1头、仔猪50头，
成立养猪专业合作社。并将8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纳入种猪繁育合作社，积极推
行“企业+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户+贫困
户”发展模式，助力产业脱贫。同时投资
123万发展经济林项目，种植200亩有机
红枣，成立红泥场子有机红枣种植专业合
作社，去年90%以上开始挂果，预计两年

后产量达到300—500斤每亩，预计年收入
达到20万到40万元。

发展乡村文化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用文化乐民育民。以“我们的节日”为契
机，积极开展“三八妇女节”“好婆婆好媳妇”

“身边的好人”“美丽庭院”等创建活动，2018
年累计评选出榜样人物10余人，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10余次。

充分利用宣传标语、横幅、微信群等
深入广泛宣传，全力做好“扫黑除恶”宣传
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氛围。对重点
人群进行突击检查，坚决做到“黑恶必除，
除恶务尽”，确保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居民提供了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成立村规民约办公室，结合村情实际
制定村规民约，经过不断修改完善，目前
村规民约共有十四章六十六条，内容涵盖
组织建设、社会治安管理、民风民俗等方
面，以此来提升村民的精气神，焕发乡村
文明新气象。

现在，村民们已经形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不仅不乱扔乱倒，还互相监督，义务清
扫垃圾。“将村庄建设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的目标越走越近。我们以后就会生活在
一个风景区里。”村民王润羔高兴地说。

会展文旅业为会展文旅业为
巴彦淖尔经济注入新活力巴彦淖尔经济注入新活力

借助高端会展平台借助高端会展平台，，““天赋河套天赋河套””品牌声名远扬品牌声名远扬，，企企
业产品产销两旺业产品产销两旺。。梨花节梨花节、、葵花节等各种赏花节葵花节等各种赏花节，，搅热搅热
了乡村旅游经济……近年来了乡村旅游经济……近年来，，巴彦淖尔市通过组织参加巴彦淖尔市通过组织参加
全国各类会展全国各类会展、、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不仅提升了不仅提升了
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农牧业产业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农牧业产业
转型升级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了新活力。。

◎◎文文//图图《《巴彦淖尔日报巴彦淖尔日报》》记者记者 鲍艳媚鲍艳媚 黄景莲黄景莲

借力会展平台 助推“天赋河套”品牌走向高端市场
近日，满载着三胖蛋瓜子、恒丰雪花粉等“天

赋河套”优质农畜产品的卡车，驶出“天赋河套”
总部基地，被运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尖沙咀世界
中心的内蒙古农畜产品精品馆，进行展示推介。
此次在香港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精品馆，共展出
自治区7个盟市110余家企业的500多种绿色农
畜产品精品，其中，“天赋河套”专区占农畜产品
展馆近一半的面积，展出了巴彦淖尔市46家企
业的230余种绿色农畜产品，可以说此次会展，

“天赋河套”占据了半壁江山。
“就愿意买有‘天赋河套’字样的产品。”
“口感好，肉很嫩，没有膻味儿，太好吃了。

早就听说巴彦淖尔羊肉好吃，今天在展会上品尝
了，果然名不虚传。”

“以前吃过河套面粉，感觉特别筋道 。今天

来到展会，看见有兆丰面粉、河套雪花粉，赶紧买
了两袋，叫家人尝一尝。”

……
通过组织参加一系列高端会展，巴彦淖尔市

得天独厚的农牧业资源优势得以广泛宣传，绿色
有机高端优质农畜产品被更多国内外客商、消费
者了解认可，“天赋河套”品牌借此声名远扬。

旭一牛肉登上北海舰队，河套白酒走出国
门，兆丰面粉摆上了北上广市民的餐桌……半年
多时间，标有“天赋河套”品牌的产品吸引了海内
外消费者的眼球，成为消费者购物篮中的“新
宠”，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被授权使用

“天赋河套”品牌的6家企业10款产品产销两旺。
“天赋河套”品牌产品的热销，离不开巴彦淖

尔全方位、立体化的品牌集中宣传推介。而这其

中，借力高端会展平台，快速提升“天赋河套”品
牌知名度取得的成效功不可没。

自“天赋河套”品牌推出后，巴彦淖尔市已
组织河套绿色农畜产品生产企业100多家，参
加了北京“天赋河套”品牌发布会、北京内蒙古
绿色农畜产品国际展销会、大连进出口贸易
会、第 21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
会、第 17届中国西部成都国际博览会等 10多
场全国农畜产品展销会。同时采用“天赋河
套”全国巡展方式走进全国一线城市，为全市
100多家参展企业搭建展销舞台，对接采购商
服务，收获了满满的赞誉和丰硕成果，为全力
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输出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
市农牧业产业化转型升级。

“文旅活动+产业” 搅热旅游经济
近日，第三届河套“梨花节”在临河区干召庙

镇民主村四组开幕，数千名游客从四面八方涌
来，让这个美丽的小村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据了解，民主村四组种梨历史悠久，全组
102户农民都以种梨为主业，梨树种植面积达
1000多亩。在种植过程中，农户按照绿色无公
害标准种植，保证了梨果的产量和品质，深受消
费者青睐。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梨花
节”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在政府的鼓励和
支持下开起了农家乐，不少农户还把自家果园变
成了采摘园，提供游玩、采摘、农家乐一条龙服
务，把一份收入变成了两份收入，“钱袋子”越来
越鼓了。

“我们已成功举办三届‘梨花节’，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梨花节’已成为民

主村快速发展的金字招牌。”民主村党支部书
记张三明说，“通过举办‘梨花节’，不仅让游客
欣赏了民主村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提升了村庄
知名度，打响了民主村乡村旅游品牌，增加了
村民收入，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工作
的开展。”

春天可以到临河、杭后赏桃花、梨花，盛夏可
以到前旗看荷花，到五原赏葵花，还可以到中旗
观赏万亩油菜花，游客到巴彦淖尔来赏花可以有
很多选择。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赏花节，带热了
当地乡村旅游和经济发展。

据市林业局调查，巴彦淖尔市部分果农以各
种赏花节为契机，大力尝试和发展采摘园、旅游
观光、农家乐、民俗村、庭院经济等新型产业化运
营模式，使全市林果产业正由卖果挣钱向赏花赚

钱的模式转型。
各种赏花节只是全市文旅活动的一个缩

影。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龙舟赛，民间工艺美术
作品展、剪纸展、老照片展、阴山岩刻展，河套文
化旅游节，巴彦淖尔国际马拉松赛，国际驼球赛、
全球华人篮球邀请赛……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文
旅活动和国际赛事，不仅让更多人认识巴彦淖
尔、了解巴彦淖尔，使巴彦淖尔的城市形象迅速

“品牌化”，还进一步加快了我市文化、体育和旅
游产业融合，为全市经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8年，巴彦淖尔市旅游市场火爆，全市共接待
游客664万人次，同比增长20.3%；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68.4 亿元，同比增长 21.8%。今年一季
度，全市接待旅游人数121.3万人次，同比增长
5.9%；旅游收入12.0亿元，同比增长6.3%。

详细了解参展产品。

“天赋河套”品牌产品受欢迎。

品尝绿色
农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