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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种植——让亩均效益达到极致

我国每出口10桶番茄汁，就有6桶来
自巴彦淖尔；全国70%以上的向日葵从巴
彦淖尔集散；“天下第一瓜”华莱士香飘四
海，圈粉无数……北纬四十度“黄金农业种
植带”的慷慨馈赠，让巴彦淖尔四季飘香，
同时也让土地产出效益芝麻开花节节高。

入冬以来，五原县胜丰镇新丰三组的农
户辛海军一直没闲着，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着

给灯笼红香瓜育苗，争取让这些香瓜明年2
月“抢鲜”上市，上市价格预计每斤40元左
右。这几天，天南地北的订单已纷至沓来。

辛海军告诉记者，早年大田种灯笼
红，一亩地才收入几百块钱。后来在拱棚
种，应季时卖一个多月，亩均收入四五千
元。现在呢，他的4个温室，按照“分批种
植、‘接力’上市”管理方法，香瓜销售周期

延长至半年，而且能“抢鲜”上市，春节期
间每斤售价最高可达50元，应季时每斤
也能卖二三十元。这样算下来，灯笼红香
瓜亩均收入可达3—4万元。

为了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
价值，辛海军还在温室倒茬种黄柿子、甜
瓜。 辛海军估算，除去施肥浇水、地膜、
棚膜、种苗、人工等费用，每个占地1亩的

温室年纯收入达5万余元。一年有20多
万元进腰包，辛海军感觉自己实现了从

“土里刨食”到“土里刨金”的转变。
传统农业，忙半年闲半年。而像辛海

军这样经营设施农业，实现了土地一季生
产向多季生产、一季增收向四季增收的转
变。目前，巴彦淖尔市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13.92万亩，生产面积7.94万亩，总产量

8.54亿斤，产值15.92亿元。
地处黄金农业种植带的巴彦淖尔，具

备非常优质的农作物种植气候条件，适宜
高品质农产品种植。如今，越来越多的“外
来”农作物，比如草莓、火龙果、人参果、樱桃
等在河套大地落地扎根、开花结果。走特
色种植之路让河套土地产出效益越来越
高，也让农民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今年今年，，巴彦淖尔提出巴彦淖尔提出，，力争用力争用 33 年时间年时间，，使全使全
市三分之一优质耕地亩均一二三产业综合产值达市三分之一优质耕地亩均一二三产业综合产值达
到到 22万元万元。。这既是巴彦淖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这既是巴彦淖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生动实践，，也是全市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也是全市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积极探索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积极探索。。围围
绕这一创新理念和目标绕这一创新理念和目标，，全市上下转变思想全市上下转变思想、、迅速迅速
行动行动，，在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模式在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模式、、完善农企利益完善农企利益

联结机制联结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加强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
尝试尝试、、新实践新实践，，以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的以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的
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为全市现代农牧业发展注入为全市现代农牧业发展注入
了新动力了新动力。。

“接二连三”——为亩均效益提供无限空间

近日，记者在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看到，随着一台台低温低速石碾制粉机
的匀速运转，一粒粒河套有机小麦摇身变为雪
白的面粉，身价也随之大增，“天赋河套”兆丰特
制颗粒粉目前每斤售价达到了130元。

普通小麦收获后，农民直接卖掉，每
斤售价不过2元左右；加工成面粉等产品

出售，利润就会翻几倍。如果打上“天赋
河套”巴彦淖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
签，身价更会提高10倍以上。作为第一
产业的农业，“接二连三”已成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一步。从田间到餐桌，拉长的产业
链条增加了河套农民收入，创造出很多新
型业态，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巴彦淖尔以“天赋河套”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为引领，全面建设河套全
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服务输
出基地，翻开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篇章。
目前，全市通过引进、培育、整合等形式，扶
持壮大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产业化龙头
企业291家，57家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契约

型、服务协作型、股份合作型等多种方式，与
农牧民建立了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全市
农企利益联结覆盖率已经到达80%以上，辐
射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5%，20万户
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去年，全市农
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221元，
农牧民人均来自产业化的收入近万元，占总

收入的70%以上。
过去农业讲从种到收，现在则讲从田

间到餐桌。在巴彦淖尔亩均一二三产综
合效益论英雄理念推动下，拉长的产业链
条不仅有力推动了产业深度融合，大大提
高了土地亩均效益和农民收入，也赋予了
现代农牧业发展无限想象空间。

科技引领——启动亩均效益提升引擎

“没想到今年葵花一亩地能卖3000
多块钱。”说起今年的收成，五原县复兴镇
联丰六组农民杨永胜乐得合不拢嘴。杨
永胜家里有50来亩地，今年种了41亩葵
花，光葵花就卖了12万多元，再加上其他
收入，毛收入上了15万元。

杨永胜种葵花近30年，是五原县三瑞
农科公司的忠实客户。最早，公司购进美
葵种子销售，每斤近400元，一亩地需要约
1斤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亩葵花光种子成本
就400元左右。后来，三瑞农科自主研发

培育的葵花种子SH361、SH363开始推
广，杨永胜也改种了SH361、SH363，每亩
地种子成本下降到50元至70元，算一算，
杨永胜一亩地种子成本就节省300多元。

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保障。近年来，巴彦淖
尔市农牧业科研单位和企业依托自有人
才队伍和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培育出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深受农民和市场欢
迎的本土优良品种，例如三瑞 SH361、
SH363、兆丰5号、巴麦13号等，具有抗

病能力强、商品性更好等明显优势，为河
套向日葵、小麦等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也为全市农业健康快速发展
注入了科技动力。

除了加大各类农产品种子科技研发
和成果转化力度外，巴彦淖尔在提高田间
种植管理科技“含金量”方面也进行了大
胆实践。

隆冬时节，走进金伯利（临河）农场，一
栋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成方连片、排列
整齐，不断向远方延伸，构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今年，金伯利农场在巴彦淖尔建设
了800多亩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引进了
包括番茄、西甜瓜、甜高粱以及耐盐碱饲料
玉米、苜蓿等近30个国内外新品种，亩均增
收50%以上；重点推广了高效联栋大棚、工
厂化育苗、智能化灌溉、生物化防治4项新
技术，土地利用率达95%以上；采用德国欧
适能能源系统，能耗降低70%以上。同时
引进以色列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节肥、节
水70%，减药20%以上。今年农场投入运
营以来，亩均产值突破了2万元。

巴彦淖尔地处北纬40度，绿色农牧业资
源优势是最大的发展优势。立足这一“天赋”，
巴彦淖尔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引进金伯
利农场等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农业龙头企
业，让河套土地产出效益不断提高。同时，该
市正在积极推进中国——以色列（巴彦淖尔）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建
设，将全面引进以色列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特别是非耕地设施农业，加快农牧业
现代化步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从一年一季到一年四季从一年一季到一年四季 从一年一收到一年多收从一年一收到一年多收

巴彦淖尔巴彦淖尔巴彦淖尔：：：以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以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以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
◎◎文文//图图 《《巴彦淖尔日报巴彦淖尔日报》》记者记者 黄景莲黄景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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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浩，扎赉诺尔生人，标准的 90 后，今年刚刚 29
岁。就在今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籍《做字：实用
字体设计法》。他还是ZCOOL站酷推荐设计师，方正字
库、汉仪字库签约设计师，设计作品入选过书籍《字体呈
现Ⅱ》、第三届“字酷”文字艺术设计展。

这样的履历对于29岁的年轻小伙儿而言是“辉煌”
的，可是生活和命运又是残酷的。2014年，本该属于梦
想和奋斗的青春年华里，钱浩却被最终确诊出患有一种
罕见病：肢带型肌营养不良2B型（LGMD2B），患病者的
主要症状为渐进性肌无力，以进行性的肌肉萎缩无力为
主要临床表现，通常症状从臀部和肩部开始，逐渐扩展到
四肢。

其实，钱浩高三时身体就出现异样，一年时间里，他
一边坚持学习一边就医看病，可身体状况不见好转反倒
加重，但他仍旧凭着坚韧的毅力考入了内蒙古大学满洲
里学院2011级艺术系视觉传达专业。

“朱吉勇老师、赵卓老师、张俊青老师、王传辉老师
…… ”对于在满洲里学院就读时期曾帮助过他的任教老
师，钱浩如数家珍。大学四年里，钱浩病情不断加重，深
知个人的身体状况异于常人，他认识到自己需要更加勤
奋才可以。

“我对肌营养不良有所了解，知道这种类似渐冻症疾
病的可怕，其实这是我当时最不愿接受的确诊结果，可既
然如此也只得认命，但我不服输，必须将我唯一认准的字
体设计专业做好。”钱浩在大四被确诊时仍旧没放弃对生
活的渴望。

2016年开始，钱浩几乎每天都做一个字体作品，尝
试多种形式的字形，一年下来总计做了200多组作品。
在这期间，他还遇见了日后对他创作帮助最大的人——
迟同斌老师，他是《字体设计定位与通用字形》作者也是
鲸艺教育机构创始人。在得知钱浩身体状况后，迟同斌
在各方面给他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为钱浩日后出版《做
字：实用字体设计法》奠定了基础。

受病情影响，2017年钱浩走路不稳，摔倒后致使右
小腿两处骨折，平常人骨折三个多月就能恢复，可他的骨
头却将近一年才长好。骨折复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每
天都得掰腿，从僵直到能够弯曲，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时至今日还在复健。钱浩说：“不晓得将来还能不能站起
来，但会一直坚持下去，希望能实现。”

在病床上的日子钱浩也始终没有放弃做设计，因为
大学的专业是平面设计，字体设计又在平面设计的范畴
内，再加上钱浩本身对字体的设计方法感兴趣，所以他萌
生出写一本有关字体设计图书的灵感。

在创作期间，承受病痛的他偶尔会抱怨生命的不
公平，但更多时间里，他微笑面对现实，将兴趣转化成
钻研的动力，经过三年不断创作，上百次修改，数千次
打磨，终于，在2019年他的《做字：实用字体设计法》出
版了，这是一本以大量的字体设计案例为基础，详细
讲解字体设计方法的专业设计教程，以浅显易懂、容
易上手为原则，帮助读者高效地学习并掌握字体设计
的方法与技巧。

《做字：实用字体设计法》出版后获得了许多行业专
家和读者的好评，钱浩告诉记者，这本书出版以后销售情
况还不错，许多人通过这本书了解了他，同时也给他的生
活状况带来了好的变化，帮助家里分担了一些经济压力。

钱浩目前的起居饮食，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进行，连
接他与外面世界的，就是一台电脑，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
下，他仍然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荣誉。去年，他更是独自
完成了一个字库——《汉仪鸠楷体（暂定）》。如果没有坚
韧的毅力和信念支撑，哪怕是四肢健全的做出这样的成
绩也很难。

“我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也正因为我的这些经历，
才迫使我必须努力前行。”现在的钱浩仍在进行着新的艺
术字体创作，他用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坚持做一个对社会
有意义的人，用一个个鲜活形象的艺术字体表达着他的
坚韧、执着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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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达拉特旗东梁外，银装素裹。远远望
去，白雪覆盖的丘陵沟壑、村庄、农田壮美如画。

“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感
谢驻村工作队，从此再也不用拉水吃了，我脱贫
致富信心更足了。”刘金宽手里拿着遥控器接着
自来水高兴地说，“现在吃水、浇地、饮羊都不用
到井跟前拉闸，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刘金宽是达拉特旗风水梁镇母哈日沟村刘
家沟社村民，多少年来，他家要从离家1公里外
的地方拉水，最早是驴车拉水吃，近几年用柴油
三轮车拉水吃。一盆洗脸水洗完全家，还舍不
得倒掉，更谈不上浇地。

今年5月，市造林总场驻村工作队了解到
他家的情况后，在离他家200米处打了一眼机
井，并配套了三根管子，一根接到家里，一根接
到庄稼地里，还有一根接到了羊圈里。并配齐
了水泵、水管等配套设施，解决了他的用水难
题，并给安装了遥控器。如今，刘金宽只要按一
下遥控器，就能取到清澈的地下水。

“安装自来水，不用花一分钱，水管接到屋
里来，太方便啦。”刘金宽说起家里的自来水满
脸笑容，“要是从前，下雪路滑的不知如何拉水，
这自来水真是装在我们心坎上了。”

母哈日沟村，位于达拉特旗风水梁镇南部，现
常住280户、410人，全村原有耕地面积13800亩，
随着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的实施，已退耕还
林12000亩，现有耕地1800亩。过去，该村大多
数人靠土里“刨食”，以种植养殖为生，靠天吃饭，一
年到头辛勤劳作，除去生产成本外，收入甚微。大
多数人没有致富门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没
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再加上是梁外地区，村
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就连喝水都困难，村里的
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很少再回来。

去年3月，市造林总场驻村工作队进驻该
村，在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胜利的带领
下，工作队把精准扶贫服务百姓作为重中之重。

缺水、少电、基础设施极不完备，接个电话
还得往山顶上跑 。这是驻村工作队进驻村里
的最大感受。

脱贫之路，从何走起？首先得解决吃水难题。
缺水，也是一直困扰着村两委班子的一块

心病。去年开春，韩胜利和村两委组织村民在
母哈日沟川边打了21口机井，但水泵、电线、水
管等配套设施的钱都需村民自筹，由于村集体
没钱，村民也不愿自掏腰包，眼看春耕季节来
临，农户种植成了问题。韩胜利及时向市造林
总场负责人汇报了这一情况后，造林总场对打
机井的村民每户给予1000元补贴，给机井上了
配套设施，解了村民的燃眉之急。

今年5月，韩胜利又组织村民在张家湾社、
马家湾社、刘家沟社新打机电井10眼，市造林
总场又为每眼机电井解决了配套设施1500元，
不仅解决了部分村民及牲畜的饮水难题，而且
让400亩土地得到了有效灌溉。

两年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村民为
村里打机井31眼，解决了100多户村民的吃水
难题和部分土地的灌溉问题。

“我们拉水吃了30多年，拉水的地方没有
水泵，得自己动手吊水，虽说距离不远，可一趟
也得1个多小时，现在只要动动手，白花花的水
就流出来了，多亏了韩书记。”村民刘侯社笑着
说。他家养着100多只羊，种着40亩玉米、10
亩大豆。以前拉水吃是生活中最大的难题，上
自来水也成为他家多年来最大的愿望。

清澈的地下水，爬上了山坡，流进了村民的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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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张旭张旭 白峰白峰

强筋健骨——夯实亩均效益基础

巴彦淖尔有1000多万亩优质耕地，
亩均一二三产综合效益论英雄，河套人拥
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积极探索盐碱地改良、
创新沙漠治理技术路径和合作模式……
近年来，巴彦淖尔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
改善耕地质量，为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夯实

基础。
盐碱地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巴彦淖

尔共有盐碱化耕地484万亩，占内蒙古盐
碱化耕地面积的46%。2018年市委、市政
府选择河套地区盐碱地面积最大、类型最
全、改盐技术最扎实的五原县，实施了5万
亩“改盐增草（饲）兴牧”试验示范项目，项目

完成后新增耕地4500亩，地力提升2个等
级，项目区人均年增收7300元，5年综合增
收可达投资总额并持续发挥效益。

沙漠治理利用效果显著。近年来，巴
彦淖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通过“飞封造”并举等方式，先
后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

乌兰布和沙漠绿化率逐年提升，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万亩光伏产业园、仁创沙
漠水稻基地、洪涛有机山药园、诺民有机葡
萄园、王爷地肉苁蓉基地、圣牧高科有机牧
场、万泉湖旅游区等一处处生态绿洲分布
在大漠腹地，昔日黄沙漫漫的乌兰布和沙
漠如今成为披绿生金的“聚宝盆”。

“四控”行动全面铺开。2018 年以
来，该市全面开展控肥、控药、控水、控膜

“四控”行动，目前，全市有机肥施用面积
353万亩、绿色防控540万亩、国标地膜
推广461万亩，高效节水灌溉195万亩，
耕地质量不断提升，为亩均高产出、高效
益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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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