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肉牛产业为牧民增收

近日，由内蒙古奔富畜牧业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奔富畜牧业智慧
养殖项目启动仪式在东乌珠穆沁旗
工业园区举行。此次建设奔富牧业
智慧管理和智慧示范牧场，是实现

“电商+金融+智慧牧场+旅游”的智
慧养殖和营销模式的又一力作。这
在东乌珠穆沁旗乃至锡林郭勒盟建
设现代畜牧业的征程上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悉，2019 年，
该旗将重点培育 20 户肉牛智慧家
庭牧场，同时以线上交易 APP 平台
为突破口，积极实施“互联网+家庭
牧场+旅游”和 1 个家庭牧场与 100
个中高端消费家庭对接的“1+100”
营销模式，发展体验式旅游项目，逐
步 建 立 统 一 的 营 销 及 品 牌 推 广 平
台，着力实现优质优价和增收提效

“双赢”目标。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积极贯彻

“减羊增牛”战略，认真落实锡林郭勒盟
《关于加快发展优质良种肉牛产业的决
定》《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和《锡林郭勒
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要
求，有力推动现代畜牧业发展，引进和
繁育并举，冷配与本交相结合，加快建
设优质良种肉牛繁育基地，使肉牛产业
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6 年以来，东乌珠穆沁旗累
计从国内外共引进良种肉牛 13895
头。其中，纯种母牛 8675 头（国外
6385 头、国内 2290 头）、改良母牛
5220 头（二 代 以 上 基 础 母 牛 4588
头、三代以上种公牛 632 头）。按照

《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

展扶持办法》要求，累计发放肉牛产
业扶持资金 4292.244 万元。其中，
2016 年扶持资金 355 万元，2017 年
扶持资金 1454.6 万元，2018 年扶持
资金 2482.644 万元。

截至目前，东乌珠穆沁旗已有
肉牛养殖户 3461 户，牛总头数达到
8.63 万头。其中，西门塔尔母牛达到
5.5 万头，鉴定合格种公牛 3491 头，
淘汰不合格种公牛 349 头，清群二岁
公牛 2868 头；重点抓好良种肉牛饲
养管理示范户 100 户、能繁母牛达到
6459 头。现有盟级良种肉牛核心群
12 群 ，基 础 母 牛 达 到 1903 头 。 其
中，西门塔尔牛核心群 7 群、安格斯
牛核心群 5 群。对盟级肉牛核心群
中所有能繁母牛使用进口优质冻精
开展冷配，建立健全系谱档案和养

殖档案，培育优质种畜，为全旗肉牛
养殖户提供优质种源。

今后，该旗按照不求数量，注重
质量，有一群抓一群的原则，对核心
群进行整群，核心群中符合品种的基
础母牛和犊牛全部佩戴耳标，建立养
殖档案，并协助核心群牧户蒙古牛种
公牛相互调剂工作。编制完成《东乌
旗蒙古牛保种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启动新建哈日嘎图良种肉牛繁育基
地、希那嘎良种肉牛繁育基地、巴音
乌拉良种肉牛繁育基地、额仁宝力格
良种肉牛繁育基地、白音布日都嘎查
良种肉牛繁育基地、陶森淖尔嘎查良
种肉牛繁育基地等6处良种肉牛繁育
基地，规范提升塔日泰良种肉牛繁育
基地、乌兰图嘎良种肉牛繁育基地等
2处良种肉牛繁育基地。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草原生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东乌珠穆沁
旗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发展潜力。东
乌珠穆沁旗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战略
上，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推进绿色发
展。在实际举措上，相继制定出台了

《东乌珠穆沁旗生态红线划定实施方
案》《打贮草行政审批制度》等一系列
措施，加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在工作的推进当中，该旗立志
要打好“绿色牌”，着力在产业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上狠下功夫，持续推
进绿色理念向绿色实践的迈进。在
一产上，东乌珠穆沁旗深入挖掘草
原畜牧业的绿色价值，正确处理草
原畜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关
系，持续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畜牧业由数量扩张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认真实施“减羊
增牛”战略，继续把调整优化区域产
业布局、畜种结构、畜牧业产业体系
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畜牧业发
展质量和效益。重点围绕羊、牛、马
等产业，合理布局畜群、畜种资源，
着力优小畜、增大畜，努力打破过去

家庭经营的生产格局，推动并实现
养殖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与此同时，积极推广绿色畜牧
业经营方式，继续推进肉羊全产业
链追溯体系建设，系统推进科技服
务、疫病防控、金融服务、畜产品市
场等服务体系建设，引导牧民加强
科学饲养管理。积极推动草牧场依
法合理流转，探索“三权分置”多种
实现形式，扶持专业合作社、家庭牧
场、联户经营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进
畜牧业绿色生产方式，针对当前东
乌珠穆沁旗畜产品加工企业产能严
重过剩，产品质量不稳定、生产规模
不大等问题，建立完善的畜产品加
工行业标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大
力整治畜产品加工业“小散乱污”的
现象，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和引
导现有企业以兼并、重组、参股、联
合等方式向加工园区集中，培育引
进行业领军企业，提升畜产品精深
加工水平，加强骨、血、脏器、皮张、
油脂等副产品的开发利用，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产业综合效益。

在二产上，该旗把发展清洁能

源产业作为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加快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推动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有机
结合。坚持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立足东乌
珠穆沁旗产业定位，大力推进传统优
势产业改造升级，调优存量、做优增
量、扩大总量，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通过高
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和传统企业，改变粗放型资源开发
模式，提高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和环保达标率。坚持注重环保、高效
节能、高度节水、超低排放原则，大力
培育非煤产业、非资源型产业，鼓励
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在三产上，围绕全旗旅游总体
规划布局，推进全域旅游、全季旅
游，持续打造“四季乌珠穆沁”旅游
品牌，进一步深化蒙东六旗（市区）区
域旅游战略合作，推动合作联合，实
现共同发展。大力扶持发展牧人之
家、观光型畜牧业等富民旅游业态，
开发健康旅游、营地自驾游等旅游产
品，增强旅游业对消费、投资和富民
的拉动促进作用。要加大旅游宣传

推介力度，充分发挥草原文化、马文
化等独特的优势，深化与各类媒体的
合作，集中打造好旅游品牌，不断提
升地区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抓好
中介和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保
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和餐饮住宿等生
活服务业，为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服
务。狠抓对外开放工作，在完善珠恩
嘎达布其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
服务功能的同时，加快口岸特色产业
培育，进一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
力推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通道经
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让口岸
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东乌珠穆沁旗是我国北方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重要节点。“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草原生态”是东乌珠穆
沁旗人民的郑重承诺。近年来，东
乌珠穆沁旗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决胜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征 程 中 不 忘 初
心、扬帆起航。

蓝天白云下、边草青黄间，看得
见青山绿水,听得见呼麦长调,记得
住美丽乡愁,这就是 7 万多名东乌珠
穆沁旗百姓守望相助的家园。

万马奔腾。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游人如织。

牧人之家成为牧民增收新的增长点。

乌珠穆沁部落一角。

人间仙境——宝格达乌拉国家级森林公园。

看得见蓝天白云看得见蓝天白云 留得住鸟语花香留得住鸟语花香
——东乌珠穆沁旗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草原美景诱你来

。
白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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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雅斯太山景区。

肉牛养殖示范户。

东乌珠穆沁草原类型完整，植物种类多样，是锡林郭勒草原腹地。境内的宝格达山林场是锡林郭
勒盟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场，保护、建设和利用好这片土地，是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责无旁贷的历
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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