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孙伟 摄影报道

仲夏时节，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闫家地村
的山坡上翠绿遍野。葱茏之间，一幢幢白色钢架
结构蔬菜大棚排列有序，大棚内，一株株绿油油的
番茄苗长势喜人。

早晨5点，村民谢田兵就来到自己租种的大
棚内，打杈、浇水、除草……谢田兵的一天忙碌又
充实。“这个棚面积 1亩，栽种了 2000株番茄秧
苗，再有一个月就能采摘销售了，产果期一直能延
续到10月。按照现在的行情，一个棚一年收入在
2万元以上。”谢田兵说，往年他家只是种2亩药
材，辛辛苦苦干一年，收入也就1万元左右。今年
租种了5个大棚，预计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

据锦山镇党委副书记郭亚军介绍，闫家地村
有集体土地77亩，原来分散租给50多户村民种
大田，每亩租金200元。今年，村委会利用旗里发
展集体经济项目资金，在77亩集体土地上建了24
个冷棚，并重新租给村民，每个棚租金2000元，这
样算下来，村集体经济收入是原来的3倍，实现了
农民和村集体的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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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本报 6 月 24 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
获悉，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广
大农牧民对网购的认可，农村牧
区快递业务量迅速攀升。提供方
便快捷的快递服务，成为完善“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
措。包头市石拐区供销合作社主
动与顺丰物流协调，达成为2个基
层社设立快递业务代办点的合作
意向。日前，石拐区供销合作社
与顺丰物流人员一同赴五当召镇
供销合作社和吉忽伦图苏木供销
合作社，与 2家基层社负责人对
接，就配套服务、业务流程、营运
模式等进行详细沟通，近期将开
展相关业务。代办点正式运营
后，基层社经营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服务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这两天，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
道桥镇和平村的白海清忙着在西瓜
地里套种葵花。他家3个大棚里种植
的蜜瓜也陆续成熟，妻子祁慧准备先
采收一部分，到政府为村民修建的瓜
菜市场摆摊出售。

白海清家是和平村为数不多的
贫困户之一。说起家里的遭遇，祁慧
依旧唏嘘不已：“我俩很吃苦，除了种
地还到处打零工，以前家里的经济状
况在全村也算很不错的。后来闺女
和我先后得了大病，花了很多钱，欠
了不少外债，生活就开始贫困了。那
时候经常愁得睡不着觉。”

2017年，白海清家被认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享受国家各种帮扶政策
尤其是产业扶贫政策，他家初步摆脱

了贫困，日子越过越好。三道桥镇宣
传委员郝玥说，三道桥西甜瓜是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平村是该镇核心
种植区域，种植技术不断发展创新。
其中，西瓜套种葵花就是这几年当地
摸索出的新的种植模式，每亩效益能
多出几百元。现在，西甜瓜种植是当
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如果行情
好的话，白海清家今年仅靠西甜瓜产
业纯收入就能达到3万元。

根据白海清的产业发展意愿，政
府为其提供8000元、他家出资2000
元购买了10只基础母羊搞养殖。经
过政府引导，村里一个种植大户与白
海清签订了西红柿种植订单，每斤比
市场价高3到5分钱。政府还通过贴
息贷款为白海清等10户贫困户各购
买2头奶牛，由俊峰牧业代养，每年分
红4000元。

俊峰牧业负责人同时也是和平

村党支部书记边俊峰说，除了分红
外，俊峰牧业采取“党建+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到俊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务工
增加收入。从2018年开始，合作社每
年拿出2万元，为贫困户发展生产和
村级建设所用。合作社将养殖场牛
粪无偿提供给发展生产的贫困户，以
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他们的收入。

据杭锦后旗扶贫办主任郝艳宇
介绍，近年来，杭锦后旗充分依托各
镇村资源优势，探索推出自选式、带
资入股、资产收益、就业务工、光伏
扶贫、订单委托经营、党支部引领带
动等 7 种产业扶贫模式，实现产业
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单一型向
多样型转变，做到产业对人、人对产
业。

据统计，2016年以来，杭锦后旗
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1288万元，

帮助 2275 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和
特色种植业，购买牲畜 7131 头只，
建设圈舍619座、大棚114栋。针对
发展生产的正常脱贫户，脱贫不脱
政策、脱贫不脱帮扶，每户再补助
2000 元，用于巩固提高，形成长效
机制。该旗还充分发挥专业合作
社、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
主体的产业带动作用，引导经营主
体与贫困户建立产业增收利益联结
机制，将 80％以上的贫困户紧紧吸
附在产业链上。

今年，杭锦后旗还投入520万元
在三道桥镇和平村等17个村实施光
伏扶贫项目，预计项目全部建成后，
装机容量可达900千瓦，每村每年可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左右，同时
带动737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150元，
并在今后20至25年内为村集体和贫
困户提供稳定收入。

“看看人家，跳得真好！”老干部的精
彩表演，博得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
镇东五十家村村民的阵阵掌声。6月14
日，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艺术
团、老年书画协会、老年摄影家协会百余
名老干部走进东五十家村，开展“汇聚文
化帮扶 助力脱贫攻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活动。
一大早，村民聚集在村口剧场，热闹非
凡。

喜看稻粟千重浪，机声笑声齐欢唱，
丰收不忘国家情，扬鞭催马运粮忙……
演员们平均年龄68岁，他们与村民零距
离互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吸引着在
场的每一位村民。镇上的文化干部说：

“我们要将这些文化种子种下去！”
舞蹈《激情安代》传递出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幸福向往，舞出了老同志的豪
爽与真诚、热情与奔放；革命歌曲《红梅
赞》，熟悉的旋律将人们带回到那段难忘
的峥嵘岁月，歌声叩响每个人的心弦；情
景舞蹈《牧场上》，将丰收的喜悦与奋斗
的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喜庆欢乐
的氛围中，村民们也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二人台小戏《扫黑除恶得人心》让人耳目
一新。

“今天我们组织老同志带着精心排
练的节目和书画摄影作品与村民欢聚一
堂，歌颂党和祖国，歌颂农村的发展变
化。接地气儿的演出丰富了村民的文化
生活，展现了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精神
风貌，凝聚了全社会关心乡村振兴、支持
扫黑除恶、参与脱贫攻坚和爱家乡爱祖
国的正能量。”自治区老干部局副局长查
苏说。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很
高兴啊！”村民郑增岁激动地说。随着脱
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东五十家村的
产业发展和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今天在咱们村举办活动，让老百
姓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党的惠民政策，让
文化的根深扎于农民心中，激活农民自
身的创造力，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东五十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强说。

（鲁艳芳）

文化帮扶到村头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韩雪
茹 实习生 贺婧樱）记者从自治区
扶贫办获悉，为营造脱贫攻坚良好氛
围，进一步提升扶贫干部政策理论水
平和实践能力，通辽市科左中旗旗委
组织部和旗扶贫办联合编制印发了
《科左中旗脱贫攻坚工作应知应会知
识汇编“口袋书”》，并将口袋书发布到
科左中旗政策学习平台、“左中扶贫”
等微信平台广泛宣传，同时发放到各
苏木乡镇场脱贫攻坚领导干部、各嘎
查村干部及驻村干部手中，在全旗范
围内营造出“争相学习，学以致用”的
浓厚氛围。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习效果，旗委
组织部、旗扶贫办联合推进，通过“一
对一、点对点”现场培训指导，让全旗
各级扶贫干部对“脱贫摘帽”应知应会
知识、脱贫攻坚政策理论知识以及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等方面知
识做到学懂弄通、入心入脑，全面提升
了全旗扶贫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
务能力。通过组织驻村干部和包联干
部入户培训、宣传引导，切实提高了贫
困户对政策的知晓率和对扶贫工作的
认可度，为年内实现高质量脱贫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口袋书汇编内容主要以
科左中旗脱贫摘帽工作标准及任务清
单“六精准，三落实”应知应会常识为
主，同时编入了脱贫摘帽政策及帮扶
指导职责和通俗上口的顺口溜。

科左中旗

小小口袋书
脱贫好帮手

本报6月 24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
兴安盟突泉县供销合作社以“为农
服务”为宗旨，努力推进基层社和村
级综合服务社建设，目前，突泉县供
销合作社拥有基层社 12家，覆盖全
县所有乡镇，村级综合服务社 15
家，发展农民社员 2000余户。截至
今年一季度，水泉等 4 家新建基层
社销售额由 2018 的 47 万元增加至
246万元。

兴安盟供销合作社牵头组建了
兴安盟农资供应联盟，吸纳专业合作
社、化肥生产企业、金融机构等成员
单位409家，一年来共为农牧民合作
社解决贷款1.6亿元，通过联盟供应
的化肥、柴油共为农牧民节约资金
1270多万元。突泉县供销合作社共
发展联盟成员71家，帮助41家合作
社申报贷款，破解发展难题。他们还
积极探索农民社员制度，与农民结成
紧密利益联结关系。农民只需通过
所在村的村级综合服务社缴纳 100
元入社费用，即可成为该苏木乡镇基
层社社员，入社、退社自由，社员能够
享受到购买农资、日用消费品等优惠
补贴和免费打印、复印、照相服务，以
及免费代取快递、入社期间每年送一
袋 4000 粒玉米种子、每年 200元种
子农药补贴款等。

突泉县
供销合作社
为农服务很扎实

“大风刮一晚上，沙子就把房门堵住了，得
跳窗出去。”“那时候交通不便，生病了也去不
了医院，每家都会备止痛片，不管得了什么
病，就吃止痛片。”在达拉特旗，当地村民回忆
起曾经的生活，不少人至今仍心有余悸。风
沙、饥饿、穷困，几乎是当地人对过去共同的

记忆。
这样的苦日子，和眼前所见片片铺展

的绿色、笔直宽阔的公路、整洁敞亮的新居
形成了鲜明对比。“没有科学治沙，就没有
现在的好光景”，村民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
关键。

这些实实在在的巨变令人振奋，“绿富同兴”
的生态经济学更发人深思。达拉特旗人认为，只
有找到“生态、经济、民生”的利益平衡点，才能激
发治沙动力、积累治沙财力，实现可持续治沙。
正所谓，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眼下，正在大
力发展的红枣经济林种植就是其中一个有力的

举措。
添绿，更要添金。只有让绿水青山充分发

挥经济社会效益，才能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
同频共振。达拉特旗的生动实践，对于那些依
然饱受生态环境之苦的地区具有极大的借鉴
意义。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很
有名，一提起它，人们自然就想起了那12.3万
亩形如火炬的沙柳。就是靠着生产、销售沙
柳苗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2万元，一
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可如今，在官井村风头更胜的却是红枣
树。

走进村民董建平的家庭林场，800亩齐
肩高的枣树正在骄阳下舒展腰身、迎风吐
绿。果树管理员李凤崎就在这一片绿色中
忙碌着。

“前几天爆发了一场干腐病，这才刚控制

住，我可得看护仔细了！”李凤崎感慨，他看着
这些枣树从拇指大长到现在这么高，已经整
整4年了，死一棵都要心疼好久。

在官井村，董建平是第一个种枣树的
人。他认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达拉特
旗，土质和新疆区别不大，且空气湿度小，昼
夜温差大，病虫害不易发生，糖分容易积累，
十分利于红枣生长。

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距离枣树
林 100多米的墙根，我们见到了一大片整齐
堆放的枣树枯枝。“一棵苗子四五十块钱，这
里大概有4万多棵，都是2015年董建平从新
疆拉回来后栽种失败的。第一次在沙地里种
枣树，我们就吃了没经验的亏，种下的全死
了！”李凤崎说，这些死了的枣树只能当柴火

烧，至今还摆在这儿，就是因为舍不得。
第二次再种，董建平买的是乌审旗的枣

树苗。这一次，由于运输路途短，再加上管理
得当，种下的枣树成活率达到了98%以上。

“去年这 400 亩已经挂果了，口感特别
好，可多城里人来买了，最后都不够卖。”李凤
崎一脸兴奋地说。

不止是官井村，在整个达拉特旗，红枣树
已成为绿色发展又一生力军。

在白土梁林场的内蒙古蒙枣科技有限公
司科技示范园内，工人们正忙着抚育枣树，
尽管还未到坐果期，就有不少外地车辆前来
购苗。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去年，在旗林草
局的积极引荐和大力支持下，他们在展旦召
苏木白土梁林场成功试种了 200多亩红枣，

并采用“农户+企业+合作社”的模式进行推
广，种植、抚育、管护、采摘全部雇佣当地农
牧民完成。

“除了自己承包土地进行红枣种植外，闲
余时间来这儿打工也比较方便，一个月下来
能多挣2000块钱，比以前种玉米强多了！”展
旦召苏木村民齐天虎说。

在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一
行行枣树苗均匀地穿插在一排排光伏板之
间，为流动的沙丘筑起了一道道防风墙。曾
经一毛不长的漫漫黄沙，竟然“长”出了
500MW的光伏发电设施、5700亩的红枣树
和2000亩的黄芪，“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
间种树”的绿色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我们在库布其沙漠光伏板中间种植红

枣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防风固沙，另一个就
是要有效利用光伏板下的空地，实现土地效
益的最大化。”据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郭建忠介绍，红枣5月开花，比一般经济林
开花晚，刚好能避过沙漠的大风季节。同时，
沙漠积温高，产出的红枣品质会更好。

为了引导农牧民规模发展红枣经济林，
达拉特旗提出每种 1亩红枣政府补贴 1500
元的奖补政策。目前，全旗红枣经济林规模
已达1.7万亩，且发展势头良好。

“只有把‘绿起来’与‘富起来’、生态与生
计有机结合起来，做好生态的产业化，才能真
正实现点沙成金。”郭建忠表示，达拉特旗正
在走一条生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治穷共赢
的绿色发展之路。

治了沙害 兴了生态 富了百姓

库布其沙漠里的别样风景

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闫家地村大棚。

杭锦后旗：7种产业模式吸附8成以上贫困户

建设大棚建设大棚。。

清理清理。。

给秧苗打杈给秧苗打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