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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栽下去 7年，现在也就一人高。在这里恢
复植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记者走进包头
市青山区大青山南坡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项
目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曾经的“采石经济”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厚的收
入，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度硬伤。

痛定思痛，采矿企业被集中取缔后，青山区
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然而，生
态修复困难多、周期长、代价大、要求高、影响

深，涉及方方面面，既要打好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的攻坚战，更要坚定信念打好持久战。在生
态修复进程中，要充分认清特点规律，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务求修复工作落到实处。还要善于
抓关键重点突破，保持战略定位，确保修复工作

持续推进。
保护好现有自然资源，修复受损的生态环

境，这不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是真真切切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打好生态修复持久战，
需要全社会持之以恒、齐心协力！

本报 12 月 23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今年以来，鄂尔多
斯市认真抓好“中国好粮油”工程
建设，加快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取
得积极成效。

该 市 实 施“ 优 质 粮 油 工 程
——中国好粮油示范行动”，从建
设优质粮生产基地入手，大力开
展产品宣传推广、产品质量体系
建设，打造线上线下销售网点，创
建了“景观田”“农乡丰”“鸿嘎鲁”

“麻地梁”“利宸”“无定河”等一系
列地方知名品牌。通过实施“中
国好粮油”工程建设，该市优质粮
油种植面积增加 8.84 万亩，订单
粮油面积增加约 4.49 万亩，带动
农户增收 3500 万元。同时，积极
构建优质粮油营销渠道，截至目
前，共计销售好粮油 2.5 万多吨。

鄂尔多斯市

优质粮油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李清源

隆冬的早晨，空气中透着阵阵寒意。李金
财早早来到自家羊圈给羊添草料，顺便查看几
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我家养的是湖羊，一年
生两胎，每胎产多羔，而且泌乳性能好，羊羔长
得快。过几天还有两只母羊要下羔，我这小羊
圈都快不够用了。”李金财乐呵呵地说。

在赤峰市林西县统布镇五四村，像李金财
这样养湖羊的人家不在少数。由于湖羊具有生
长发育快、适应环境能力强、适合舍饲圈养的特
点，不仅养殖效益高，而且符合现代养殖业发展
趋势，因此受到了村民们的青睐。

湖羊主要产于浙江嘉兴和太湖地区，是怎
样来到遥远的五四村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
者来到位于五四村的牧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
作社，这里是统布镇最早养殖湖羊的地方。“是
我最先把它们引进到了合作社，后来村民们陆
续开始养殖，收益非常不错。看着很多人因养
湖羊生活得到改善，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合作社理事长张耀春说。

养羊一直是五四村的传统，村民们有着丰
富的养殖经验，同时还有大量农副产品和农作
物秸秆作饲料。经过调研，村两委班子看到合
作社养殖湖羊和村民们的发展思路十分吻合，
便促成村社合作，利用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实
现村民增收。

2019 年，五四村筹集资金 9 万元，以每只
1500 元的价格从合作社购买了 60 只带羔基础
母羊，发放给贫困户免费养殖一年。第二年，贫
困户只需返还购羊款 1500元，母羊和所产羊羔
归贫困户所有。贫困户返还的资金，还将用于购
买母羊，再次分发给有需求的村民循环发展，实
现家家户户都养湖羊的目标。

今年，全村共有 57 户贫困户报名，最终确
定 12 户为第一批湖羊领养户，每户领取 5 只
湖羊。目前，贫困户所领取的湖羊大部分已经
产羔。合作社还对产过羔的母羊进行了集中
配种，每只母羊每年平均可以带来 2500 元以
上的纯收入。

“我们通过‘村+社+民’的合作方式大力
发展湖羊产业，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
动力，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瑞说。

这里家家养湖羊

□本报记者 赵弘

虽是寒冷的冬天，但赤峰市林西
县官地镇的大集却热闹非凡。官地
镇新民村村民徐殿文也来赶集，他
说：“今年收入不错，快过年了，我来
镇上置办点年货。来的路上看见被
大雪覆盖的菜地，我心里头高兴。老
话说瑞雪兆丰年，今年接二连三下了
几场大雪，明年又是个好年景。”

徐殿文们的好日子始于今年 4
月 。 官 地 镇 制 定“ 两 带 三 区 ”产 业

发展规划，新民村正好处在大田蔬
菜种植带上。新民村以此为契机，
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引进北京岳各
庄批发市场大田蔬菜种植项目，流
转 土 地 400 多 亩 打 造 无 公 害 蔬 菜
种植基地，所产绿色蔬菜直供首都
市民。

据北京岳各庄批发市场蔬菜种
植基地负责人张四青介绍，林西县官
地镇 400 亩蔬菜种植基地今年收获
各类绿色蔬菜 400 多万斤，葱头、紫
甘蓝亩产都达到 1 万斤，光萝卜就种
了 5 种，亩产都在 8000 至 9000 斤。

今年是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新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松杰说：“今年几十个村民在蔬菜种
植基地上班，光工资就拿了 30 万元。
村里 21 户贫困户拿着土地流转和种
地 收 入 双 份 钱 ，一 下 子 就 实 现 了 脱
贫。村民们都盼着明年开春再扩大土
地流转规模，大家家门口就有班上。”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村
负责人戴鹏飞说：“我们在新民村建设
绿色蔬菜种植基地，就是看中官地镇
土地肥沃，适合种植蔬菜。两地合作，
不仅为首都市民提供了优质菜源，还

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
为进一步深化京蒙扶贫协作效

果，今年，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
村、郑常庄村投资 2 亿元，在林西县
建设北京岳各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林西项目，截至目前，面积 2 万平方
米的临街商业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
顶，3 万平方米的交易区和商业配套
框架梁基本完成，预计明年 10 月就
能投入使用。据估算，岳各庄农副
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建成后，每年的
交易量将达到 3 亿公斤，交易金额将
达 28 亿元。

新民村的菜上了首都市民餐桌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这几天，包头市青山区大青山南坡矿山环
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区的温度已经下降至
零下 20 多度。

王天理用力裹紧身上的大衣，登上大青山
南坡的观景平台极目远望，脸上露出满意的神
色。“这一片生态修复的成效还不错，这是日复
一日不断累积的结果。”作为包头市青山区农
牧局副局长，王天理每天都要来这里看看转
转，这是他 7 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青山沿山村
民就以采石、碎石为生，青山区笸箩铺及周边
区域内集中着大量的石料场。因长期采矿，加
上过度放牧，大青山变得满目疮痍，留下一道
道触目惊心的“生态伤疤”。

“以前山上没有树，山沟没有水，是块不毛
之地，野生动物几乎绝迹。”回忆起当年情景，在
山里生活了十几年的护林员李志强连连摇头。

生态环境欠账，终究是要还的。开采高峰
期，到处是漫天的尘土、冰冷的碎石和轰鸣的机
器。风大时，这里就成了一台巨大的“扬尘器”。

要一座青山，还是要一堆石料？从无节制

的掠夺到全方位复绿，大青山接受了一次荡涤
心灵的洗礼，同时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生。

2012 年，青山区启动实施大青山南坡生
态修复工程，并大力推行“青山方案”，在全市
率先引进 7 家生态修复企业，通过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公司化运行的方式，全力
还绿于大青山。同时，组织林业、国土、环保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清理取缔违法采
矿企业 86 家、工业企业 14 家。截至目前，青
山区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投资 18.18
亿元，完成人工造林 6.76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665 万株，完成矿坑危岩体修复治理区域面积

约 6 平方公里。此外，青山区还引导支持企业
积极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目前已在榆树沟项目
区栽植葡萄 1300 亩，发展起葡萄等产业。

这样取舍，真的划算？
“现在的变化太大了，青山绿水又回归了，

还经常能看到野兔、石鸡、狐狸等各种野生动
物呢！”李志强是一位退伍军人，眼下他和老伴
儿都当起了护林员，对这里的变化感受颇深。

山脚下的东达沟村因环境清幽、有艺术家
聚集的优势，青山区将其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

“艺术村”。如今，艺术大讲堂、艺术体验中心、
民俗博物馆等先后在这里落成，吸引了大批艺

术家和市民来此写生、游玩，文化旅游产业风
生水起。

据王天理介绍，“生态+”产业极大地带动
了沿山村落集体经济发展，生态企业在施工过
程中累计雇佣农民工 1 万余人次，带动附近村
民增收 3170 万元；流转村民土地 1 万亩，受益
人口约 6000 人，村民人均年增收 3000 元。

以前村村生产石灰、腻子粉，处处冒白烟；
现在，艺术大讲堂、民俗博物馆，文旅产业红红
火火。从“挖山人”到“护山人”，从“生态伤
疤”到秀美青山，经过 7 年的生态修复，这里正
发生着凤凰涅槃式的蜕变。

抹平“生态伤疤” 还清“生态欠账”
■〖生态·长镜头〗 CHANGJINGTOU

美岱桥村更美岱桥村更 了了

本报 12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年来，
我区各盟市供销合作社不断充实综合服
务社服务内容，扩展服务功能，在原有的
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了电子商务、快递收
发、便捷缴费等“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
升了供销合作社服务农村牧区的能力和
水平，让农牧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各种
服务。截至目前，我区综合服务社达到
5221 个，同比增长 299 个，增长率 6.1%。

本 报 12 月 23 日 讯 （记 者 钱 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积极做好粮食应急
网点建设工作。截至目前，该市已确定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 148 个，应急加工企业 18
个，应急配送、储运企业各 11个，覆盖全市
各乡镇，基本达到国家建立应急供应、加工
网点数量要求。

本 报 12 月 23 日 讯 （记 者 钱 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今年，赤峰市狠抓粮食流通领域监督
检查，确保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持续稳
定。目前，该市已完成今年第一批地储粮
玉米质量验收工作和新收获粮质量品质
测报、质量会检及质量安全检验工作。市
发改委先后两次对政策性粮食存储企业
进行了全覆盖检查，确保了政策性粮食出
库顺畅。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李晗 摄影报道

漫步在包头市土右旗苏波盖乡美岱桥
村，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房屋、戏台、官井等依
然保存完好，家家户户窗明几净，大街小巷整
洁宽敞，村民们住上了集中供暖的安置房。

“现在的美岱桥村更美了。我家新盖的
砖房有了暖气，不用烧煤了。以前出门都是
颠簸不平的路，现在最窄的巷子也有五米宽，
而且都是硬化路面。”村民邢大爷满足地说。
2005 年和 2009 年，美岱桥村两度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保存较为完

好的古民居，2014 年，美岱桥村被列入第三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吃上富余粮，住上现代房，家家比文明，
人人致富忙。”这是美岱桥村如今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土右旗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美岱
召、大雁滩、嘉禾度假村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
和美岱桥、贺成全、沙图沟等一批美丽乡村示
范村相继建成。同时，依托旗委党校建成了
内蒙古大青山党性教育基地，打造高标准“三
同”户 30 户，构建形成了集红色旅游、生态休
闲、餐饮服务、观光农业为一体的产业布局，
带动村集体增加收入 18 万元，农户户均增收
2000 元。

美美

村民跳舞健身

。

宽敞的楼房宽敞的楼房

。。

集中供暖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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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23 日讯 （记者

钱其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今年以来，通辽市
多措并举，全力抓好粮食购销，确
保粮食流通工作平稳有序发展。

秋粮上市之前，该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深入各旗县区开展调
研，全力做好收购工作的问题预
测及应对，并加强与中储粮、中粮
集团等的沟通协调，借助其贸易
资源优势，拓展区外市场，加大内
购、外销力度。同时，做好玉米收
购信贷保证金管理工作，市财政
注资支持内蒙古农发行通辽市分
行拓宽收购资金支持品种和范
围，修改完善《通辽市玉米收购贷
款信用保证基金实施细则》，将更
多粮食企业纳入贷款范围。还充
分利用全国各地产销对接活动平
台，组织该市粮食企业走出去，与
外地粮企建立合作购销关系。据
统计，全市粮食企业共对外签订
玉米购销合同 163 万吨。

通辽市

粮食购销平稳有序

本报 12 月 23 日讯 （记者
赵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今年，兴安盟突泉县建立贫困户
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216 名产
业指导员到村到户到人开展精准
帮扶。

突泉县根据当地实际和贫困
户发展需求，组织种养大户、致富
带头人、乡土人才、驻村工作队
员、各级扶贫干部等担任产业指
导员，216 名产业指导员遍布突
泉县 9 个乡镇、188 个行政村，撑
起产业发展“新高度”。在产业指
导员队伍的助推下，突泉县“两袋
米、两头牛、两只鸡、一口猪、一篮
菜”六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截
至目前，全县肉牛养殖规模达到
6.5 万头、肉羊放母收羔 1.5 万只、
生猪头数 10 万口、肉鸡饲养量
2000 万只，养殖场就业 540 人，
流转土地 79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达到 1.8 万亩。

突泉县

产业指导员扶贫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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