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镶黄旗草原。

培育养殖察哈尔羊让牧民尝到甜头

镶黄旗注重传承和弘扬“察干伊德”
传统文化。历史上察哈尔旗群是皇室加
工奶食品的基地，传统奶食品制作工艺历
史悠久，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传承人，奶食
品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素有宫廷美
食之美誉，奶食品制作销售已经成为带动
进城牧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

为发展壮大“察干伊德”传统奶制品
加工销售产业，镶黄旗及时成立专项推进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多部门联动工作机
制。制定实施了《镶黄旗产业扶贫工程实
施方案》《镶黄旗传承弘扬“察干伊德”传统
文化、推进产业扶贫工作推进方案》等政策
性文件，夯实了传承弘扬“察干伊德”传统
文化、推动产业扶贫创新发展的政策保障
基础。目前，全旗奶牛养殖户 219 户、876
人，日生产鲜奶17吨，年销售额2000万元，
年利润 890 万元，年人均收入 1 万元左右。

奶食品加工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 234 户，
从业人员 476 人。创新开发了乳清糖、奶
馅儿月饼、酸奶等产品，年销售额达到5100
万元，年利润达到 1500 万元，奶食品加工
人员每年人均收入 3万元左右，奶食品销售
人员每年人均收入1.5万元左右。

镶黄旗积极推进“察干伊德”统一商
标注册和取得食品安全 QS 认证工作，为
产业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扫清障碍。目前，

“镶黄旗金帐奶食品”已进入注册程序。鼓
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察哈尔羊肉制品、奶
食品等民族特色产品网上营销，适当对网
营实体店给予奖励，建立民族特色产品营
销团队，培养促进民族产业发展特色人才，
不断完善察哈尔羊肉制品、奶食品的销售
渠道，推动民族特色产品进入高端市场。
积极协调谋划建设以奶食品生产加工为主
的宫廷美食餐饮文化园区，大力开展“察干

伊德”传统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奶
食品系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
工作。不折不扣落实《镶黄旗传承弘扬“察
干伊德”传统文化、推进产业扶贫工作推进
方案》，推动“察干伊德”传统产业发展全方
位融入到产业扶贫工作中，在高产饲料基
地建设、天然打草场维护、复合饲料加工、
饲草料交易运营、奶食品加工销售方面持
续发力，走出了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双察”产业的蓬勃发展，让镶黄旗贫
困牧民得到了实惠，提高了生活质量，真切
地感受到党和政府产业扶贫政策的温暖。
目前，该旗国家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08
户 1581 人中，通过发展察哈尔羊养殖产业
实现脱贫的共计204户574人，年人均增加
收入 4510 元；通过发展“察干伊德”传统奶
制品加工销售产业实现脱贫共计 35户 106
人，年人均增加收入14133元。

“察干伊德”产业让牧民得到实惠

镶黄旗奶品展示。

制作奶食品。

奶食品的下游产品还可以制成饮品。

察哈尔羊群。

面对半荒漠化草原严峻的自然条件，
为有效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育种单体
质量和效益，镶黄旗推广运用杂交育种
法，培育适宜本地的优质良种羊新品种，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精心培育出生长发
育快、耐粗饲、抗逆性强、肉用性好、双羔
率高、遗传性能稳定的优质肉毛兼用羊新
品种——察哈尔羊。

察哈尔母羊繁成率高于土种羊 43.5
个百分点，平均体重高于土种羊 9 公斤左
右，养殖一只察哈尔母羊一年内可增收
865 元，较土种母羊多收入 357 元。由于
察哈尔羊繁成双羔率高，极大的带动了牧
民科学养殖的积极性，促进牧民群众进一
步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察哈尔羊适
合舍饲半舍饲养殖，饲草利用率高，周转
周期快，能够有效缓解草原压力。

近年来，镶黄旗高度重视察哈尔羊优
质品种培育工作，及时成立了察哈尔羊品
牌建设专项推进组，制定《察哈尔羊产业
发展五年规划》，按照“少养精养品牌化之
路”发展思路，全面推进察哈尔羊品牌建
设和规模化养殖。先后制定出台《镶黄旗
引进良种畜补贴实施意见》《镶黄旗察哈
尔羊人工授精补贴实施方案》《镶黄旗察
哈尔羊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对养殖 100
只以上的察哈尔羊养殖核心群牧户给予
5000 元的饲养管理补贴，500 只以上集
中配种每只给予 70 元补贴，引进或选育
察哈尔种公羊的每只给予 400—1200 元
的补贴，有效提高了牧民饲养察哈尔羊的
积极性。

与此同时，合理规划牲畜养殖布局，
根据草原植被、牲畜养殖区域分布特点，
确定“两区二带”养殖区域布局（“一区”
即浑善达克沙地肉牛养殖区，另“一区”为
2 个奶牛养殖园区和新宝拉格镇周边 4 个
嘎查奶牛产业区，“两带”即宝格达音高勒
和巴音塔拉优质肉牛养殖带），其余嘎查

全部以察哈尔羊养殖为主攻方向，实现全
旗察哈尔羊的规模化养殖。2014 年察哈
尔羊通过国家农业部命名，2016 年察哈
尔羊肉获得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认证，
成为锡林郭勒盟第三个取得国家地理标
识保护产品认证的产地标识。目前，全旗
共有察哈尔羊专业养殖户 517 户，年出栏
察哈尔羊 4.2 万只，年销售额 4660 万元，
年利润 2400 万元，养殖户年人均收入 1.3
万元。

近年来，镶黄旗投资 1500 万元建成
自治区级察哈尔种羊场，辐射全旗 60 个嘎
查所有察哈尔羊养殖户，每年向旗内外销
售优质察哈尔种羊 500 余只。全旗察哈尔
羊存栏数达到 18 万只，核心群 144 群，标
准化察哈尔羊扩繁群 360 群，现有种畜生
产经营许可证的合作社 13 个，种公羊集中
管理点 5 个，绵羊人工授精配种站 65 处，
每年人工授精察哈尔羊 5 万只。2014 年
以来，旗政府通过“三到村三到户”项目，
从种羊场和察哈尔养殖户购买 9568 只优
质察哈尔羊，帮助 647 户牧民发展产业，实
现了稳定脱贫。

文贡乌拉苏木阿拉腾毛都嘎查牧民
图雅培育出的察哈尔羊质量优质，镶黄旗
扶贫办连续几年都从她家选购优质察哈
尔基础母羊当做项目扶持羊。2017 年，从
她家购置基础母羊 73 只，实施“三到村三
到户”项目，仅此一项比正常出栏增收 3.6
万元。巴音塔拉镇苏吉音高勒嘎查那松
敖斯尔等 5 户贫困户，利用上述 73 只察哈
尔基础母羊，当年接羔 102 只，产羔率达
140%，平均每只羔羊出售 950 元，成为养
殖察哈尔羊脱贫致富的典型。

镶黄旗不断强化饲料基地建设，建成
饲草料交易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引进饲
料加工企业，为畜牧业产业发展夯实基
础。目前，全旗建成高产饲料基地 4 万亩、
集中连片打草场 100 万亩，正常年份可收

割青储玉米 4000 万公斤、打储优质饲草
6000 万公斤；镶黄旗饲草料交易市场、巴
音塔拉镇和文贡乌拉苏木饲草料交易市
场投入运营，建成牧区标准化棚圈 65 万平
方米、牧户个人储草棚 11 万平方米；引进
九州大地公司，建成 2 条复合饲料生产线，
年产复合饲料 10 万吨以上。高标准规划
建设奶牛养殖园区 2 个，引导新宝拉格镇
周边嘎查牧民发展奶牛养殖产业，全旗奶
牛存栏量超过 3000 头，一系列措施使奶
牛养殖向避灾型奶产业发展。

镶黄旗金联发展草业专业合作社是
文贡乌拉苏木阿日舒特嘎查牧民组织创
办的发展草业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打草
捆草、买卖饲草料等产业，年创收 2.2 万
元。2015 年，合作社不断创新精准扶贫举
措，把嘎查贫困户作为重点扶持对象，连
续三年为嘎查 8 户贫困户购买了 24 头基
础母牛，另外出资 2.4 万元，帮助贫困户发
展产业，有效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在旗里的鼓励和支持下，牧民格日勒
图进城创办草原原味奶食店，短短几年，
日生产力从 150 公斤发展到 1100 公斤，扩
大了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带动 4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融入产业发展中，户均年收入 3.5
万元。

为全面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
现脱贫致富，镶黄旗积极鼓励企业与牧
民、合作社联合建设畜产品生产基地，建
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推行企业
集中开发建设、牧户分散经营的模式和
企业与牧户以资产、资源入股建立生产
合作社的模式，理顺企业与牧民利益关
系。通过“企业+合作社+牧户”等形式，
提高牧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积极
推进“ 放牧+补饲 ”提前出栏模式，通过
牧户集体培育、与加工企业签订销售订
单方式，羔羊由一季出栏变为两季出栏，
实现了牧民的一季收入变两季收入。

近年来，镶黄旗积极贯彻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全面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双察”产业作为产业扶贫的主攻方向。在牧区，全
力支持牧民按照“组织化推进、模式化养殖、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发展察哈尔羊养殖业；在城镇，全力支持转移进城牧民从事“察
干伊德”传统奶制品加工销售产业，精心谋划、强力推进，实现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符合全旗实际的产业扶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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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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