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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通讯员 刘蕾

“猪啊牛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农民来代
养”5月9日一大早，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
尔召镇四道柳村张家圪台社村民王美斌哼着
小曲走进了牛舍。

牛舍位于准格尔旗牛川现代农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养殖区，打扫得极其干净。王美斌边
喂牛边对记者说：“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合作
社’的模式，每年为农户提供优良猪仔、牛仔，按
村民的养殖意愿和能力让我们代养，到了年底
以市场价回收。除了代养牛的收入，家里的60
多亩土地也流转给了公司，还有一份收入。”

王美斌所在的四道柳村属于农业村，这里

沟壑纵横，干旱少雨，多年来村民靠天吃饭，收
入很低。张家圪台社常住人口不足40人，大
多是老人和小孩。牛川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将该社全部3000亩土地进行了流转，村
民可以根据土地用途不同，享受到相应的流转
土地收益，最高可达每亩260元。

“我们还负责提供精饲料技术、提供药品
和回收。争取到年底发放1万个猪仔到农户
手里，预计年底小牛也能达到领养标准，届时
会有500多户农户直接受益。”公司总经理刘
学礼介绍说。

“企业搞的这种代养模式很受欢迎，大部
分村民都想领养牛仔和猪仔。”四道柳村党支
部书记白福海告诉记者，现代农牧业公司落户
四道柳村，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将来还会有良好的生态效益，成为乡村
振兴的新动能。

据了解，准格尔旗牛川现代农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准格尔召镇引进的
一家多功能复合型现代农牧业企业。该公司
2019年种植1200亩高产苜蓿、600亩青储玉
米，并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地3000亩，
预计到今年年底，牛存栏数达到2000头。

与此同时，准格尔召镇多措并举发展乡村
振兴新引擎。除了代养模式，在准格尔召村，
旅游区的养殖场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
中。“这个项目主要是养殖澳大利亚进口奶
牛。奶牛产奶后制作的高端奶制品可以出
售。另一方面，这个现代化的养殖区还是一个
旅游观光项目。自动化喂养、自动化产奶，我

们有一个参观平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的运作
情况。后期我们还将建立一个农业基地，观光
和采摘都可以，和准格尔召庙景区呼应，形成
新的旅游观光点。我们会优先考虑当地村民
来务工，劳力需求应该比较密集。”准格尔召民
族文化旅游开发投资公司工程部部长李安耀
说。

“2020年，我们想再建设一批能够带动农
民致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农业休闲旅游
项目。这个地方已经成型的农家乐有三家，我
们要再引进一部分资金发展大型的牧家乐，让
农牧家乐结合，配合整体的旅游，把大旅游搞
好。”准格尔召镇党委书记任二虎的目标清晰。

准格尔召村为了搞好乡村振兴可谓是大
招频出：要打造以生态为依托、旅游为引擎、文

化为支撑、富民为根本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在
大力发展特色养殖和种植项目的同时，利用流
转土地发展糜谷等小杂粮种植；依托准格尔召
旅游区开发，开发建设民宿、采摘园、户外生态
乐园、农家乐等留客产品，吸引周边亲子家庭
休闲游；建设日光温室大棚，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支
撑点，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准格尔召的立地条
件，把更多更好更适合的产业导入农村，让乡
村振兴落到实处，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任
二虎说。

如今的准格尔召镇，多元产业的引进和发
展，给了乡村振兴更多助力，给乡镇发展转型
提供了更多可能。

准格尔召乡村振兴“放大招”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多措并举，编制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合

力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突破口，该旗紧

紧抓住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
业，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民众意愿，推出代养模

式搞养殖，顺应农业经济规律，实现农民富裕。
与此同时，该旗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提

升乡村振兴的一大抓手，以黄河文化、农耕文
化、漫瀚调艺术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为支

撑，依托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资源优势，突出特
色，精心打造一乡一品、一村一景的个性化旅
游产品，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还带动了村
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包沙琳

日前，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巴音
塔拉嘎查的甜瓜大棚里，记者看到了一个热闹的场
景：一群党员干部忙碌着，有的帮助农民栽苗，有的
现场培训种植技术。

2017年之前，巴音塔拉嘎查集体经济为“零”。
2017年，乌盖苏木在总结前期经验基础上，广泛听取
各嘎查村两委、党员、老干部以及群众意见，把巴音
塔拉嘎查定为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示范点，大力发展
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

2017 年到 2019 年，嘎查连续 3年种植大棚甜
瓜，还做到了早上市十几天，不但抢占了市场，甜瓜
的售价还高，实现了村民和集体双增收，甜瓜产业进
入了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嘎查村集体经济也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巴音塔拉嘎查在继续扩大大棚建设规模的同
时，还辐射带动周边嘎查村纷纷开展大棚种植。今
年，巴音塔拉嘎查和巴音乌拉嘎查、巴彦淖尔嘎查86

座大棚全部种植了甜瓜。
而呼和温都尔嘎查是另一种喜人景象。嘎查枸

杞种植基地里，一棵棵枸杞树苗长势喜人，村民们正
在有条不紊地铺设滴灌。

之前，呼和温都尔嘎查集体经济发展同样缓
慢。2019年，苏木、嘎查及驻村工作队党员干部在
前期摸排调研的基础上，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对嘎查
的地理环境、气候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嘎查
种植“宁杞5号”枸杞优等果率高，单位采摘费用低，
经济效益好。同时，建立枸杞种植基地还能为周边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解决贫困群众就近就业难题。

于是，苏木制定了呼和温都尔嘎查发展枸杞种
植实施方案，在严格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后，发展
枸杞种植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项目正式实施。

项目争取到乌拉特后旗旗委组织部关于发展壮
大嘎查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流转336.74
亩地发展枸杞种植，由嘎查村集体领办成立股份经
济专业合作社，实行“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产业发展模式。其中 100万元用于“宁杞 5号”种
植、围栏、存储库房、晾晒场、烘干以及枸杞打包设

备等，25万元用于光伏发电建设。还争取到了市林
业局每亩 1500 元的植被恢复项目森林生态恢复
费。经过努力，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化种植枸杞基地
初具规模。

“我家以前就是种点玉米，再就是外出打点临工，
挣钱也不多。现在有了枸杞基地，我的好生活也来啦。
我的地租给咱们合作社了，不仅有租金收入，还能在家
门口打工挣钱，方便照顾一家老小，年底还有股权量化
分红呢！”看着枸杞地，村民柴永厚脸上露出笑容。

据介绍，今后，枸杞种植基地将每年集体经济总
收益的一部分作为风险金，一部分作为滚动发展资
金、一部分作为绩效奖励资金，剩余部分利用股份收
益作为村民分红。

据乌盖苏木党委副书记呼德尔夫介绍，近年来，乌
盖苏木为了让村集体经济的家底厚起来，按照“党建引
领、绿色推进、产业富民”的发展思路，以“一村一方案、
一村一路径”的原则打造特色和支柱产业，撬动嘎查村
集体经济发展齿轮，找准发展驱动力，走特色化发展路
子，促进农民、集体双增收。2020年，乌盖苏木所有嘎
查村都将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

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厚起来

本 报 5 月 18 日 讯
（记者 袁溪）记者从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为了丰富首
府花卉品种，提高首府现代
农业发展水平，呼和浩特市
园艺科技试验中心开展了
野生花卉品种引种驯化和
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工作。

该项目与呼和浩特市
园林科研所合作，研究课题
为“内蒙古乡土野生观赏花
卉引种繁育研究”，目的在
于依托我区丰富的野生花
卉资源，经过人工采摘、分
类、收集，引种到位于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的园艺中心，
通过对野生花卉从山地到
市郊的引种驯化和栽培技
术的试验研究，筛选出适宜
本市城郊种植的优良品种，
用于城乡的绿化美化和观
赏，从而丰富首府花卉栽培
品种，扩充品种资源。

据悉，从4月中旬开始，
园艺中心花卉室技术人员陆
续开始进行野生花卉的播种
工作，到4月下旬，共播种86
个品种。现大多品种已陆续
出苗。目前，野生花卉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尚处于起步阶
段，如何对野生花卉进行引
种驯化栽培，培育观赏价值
高、适应性强、易于开发推广
的花卉新品种，是园艺工作
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呼和浩特

引种驯化野生花卉
本报记者 赵弘

5月的第一个周末，一大早聂利格
陶就开始忙活着给羊拌料，二儿子则在
羊圈里消毒。聂利格陶是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毕力其尔嘎查
的贫困户。2019年，嘎查里建起了集体
奶山羊养殖基地，他和二儿子就到养殖
基地干起了饲养、清理羊圈、挤奶、接羔
保羔的工作。

“之前家里生活拮据，只能依靠亲
戚的支助过日子。自从2019年 7月在
奶山羊养殖基地工作后，我和儿子一年
的务工费加起来能挣到 7万多元。现
在，我家的日子越过越亮堂，也实现了
脱贫摘帽。”聂利格陶高兴地说。

近年来，获各琦苏木不断加大脱贫
攻坚力度，通过“党建+集体经济+贫困
户”模式，推进奶山羊产业发展，助力精
准脱贫。毕力其尔嘎查共有103户牧民
421人，其中3户为国贫户。为了确保生
活困难的牧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毕力其
尔嘎查党支部在奶山羊养殖基地为他们
提供工作岗位，使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结合党建、星级
化管理、党员带头服务等举措壮大集体经
济，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奶山羊产
业，带动贫困户、牧户实现精准脱贫。”毕
力其尔嘎查党支部书记宝力德巴特尔说。

打工脱贫“父子兵”

本 报 5 月 18 日 讯
（记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近年来，锡
盟正镶白旗紧抓京蒙扶贫
协作机遇，瞄准本地资源和
特色产业，发挥北京资金和
市场优势，建立引入企业带
销、商场超市直销、对口帮
扶助销、宣传推介展销等四
种消费扶贫模式，实现消费
扶贫 1083万元，搭建起了
正镶白旗农特产品进京的
千里“绿色通道”。

正镶白旗先后引进北京
李家巷西瓜产销专业合作社
等5家大兴区知名种植企业
落户星耀镇，并签订了20年
帮扶协议。在商场超市直销
方面，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
在便民农贸市场免费为正镶
白旗蒙盛肉业和正镶白旗额
里图肉业公司提供摊位，销
售正镶白旗优质牛羊肉、奶
食品、绿色蔬果等特色农畜
产品，帮助打通消费“最后一
公里”。大兴区瀛海镇与正
镶白旗明安图镇结对后，多
次开展爱心羊肉购销活动，
其中，2019年采购正镶白旗
优质牛羊肉产品，总价值达
151.65万元。

正镶白旗

打通农特产品
进京通道

本报5月 18日讯 （记者 袁
溪）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截
至4月底，包头市达茂旗22家粮油
企业全部复工复产，全力保障达茂
旗粮油生产供应。达茂旗粮油生
产企业自2月下旬陆续复工复产，
到目前为止，全旗粮油日均生产量
达35.8吨，复工以后总产量达451
吨，市场供应量达278吨。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
悉，近日，锡盟正蓝旗供销合作社
直属企业好牧人为牧服务中心累
计购进磷肥、复合肥38吨，服务中
心养殖基地自产农家肥3000余吨，
并购进紫花苜蓿、青燕麦、青贮玉
米等籽种15吨，确保春耕物资供应
到位。今年，该服务中心计划托
管、流转草牧场面积8000亩，现已
抛肥、深耕作业面积5000余亩。同
时，为解决疫情期间牧民自行种植
牧草不方便问题，该服务中心积极
提供牧民抛肥、深耕作业服务，目
前，已作业服务面积3000余亩，充
分发挥了为牧服务中心社会化服
务作用，保障了牧民春耕生产的有
序进行。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
日，我区启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整治“利剑”行动，将销毁一批不
合格农畜产品、取缔一批证照不全
生猪屠宰场点、查处一批假劣农资
等违法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
子、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以最坚决的
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厉的手
段，持续开展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境内的达里湖，华子鱼开始一年
一度的洄游产卵。

达里湖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咸水湖，由
于补给量小于蒸发量，湖水碱性越来越大，
很多鱼种已经绝迹，只有华子鱼和鲫鱼生
存下来。由于碱性水质不利于鱼卵成活，
每年春季冰雪消融时，华子鱼都会游出高

盐碱水域，在上游的淡水河道产卵，然后再
回到湖里生活。

十万尾华子鱼洄游，浩浩荡荡，绵延六
十公里，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
观看。华子鱼洄游，是自然界为数不多的可
近距离观赏的鱼类洄游，也是内蒙古独有的
自然奇观，达里湖华子鱼洄游节已成为内蒙
古著名的文旅品牌，至今已举办了六届。

“为了更好地保护华子鱼种群数量，每
到洄游季，达里湖渔场、渔政、公安多部门联
合执法，24小时巡护，重拳严打非法捕捞。
每年冬捕不能超过三十万公斤。”正在巡护
的工作人员宝伟利说。

游
客
观
赏
奇
景

游
客
观
赏
奇
景
。。

渔场工人在洄游河道中铺设羊胡草靶渔场工人在洄游河道中铺设羊胡草靶
给华子鱼做产床给华子鱼做产床。。

亲密接触华子鱼亲密接触华子鱼。。

华
子
鱼
洄
游

华
子
鱼
洄
游
。。

华子鱼洄游华子鱼洄游

◎新作为·XINZU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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