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甸甸的稻谷。 胡日查 摄

稻香满田园。 胡日查 摄

兴安盟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和“玉米优质产
区”。 胡日查 摄

目前，兴安盟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1000 万亩以上，产量
稳定在100亿斤以上。 胡日查 摄

突泉县绿丰泉安格斯牛规模化养殖场。菟醛 摄

地处大兴安岭
南麓生态圈的兴安
盟，拥有着得天独厚
的农牧业产业发展
优势。这里气候适
宜、土壤肥沃、水质
纯净、空气清新……
是北纬46度的“寒
地水稻黄金种植
带”，是世界公认的

“最佳养牛带”和“玉
米优质产区”，也是
中国重要的稻米生
产基地。

然而，产业发
展质量低、农民增收
幅度缓慢曾一度困
扰着这里的干部群
众。如何让处于转
型升级加速发展重
要战略机遇期的兴
安盟走出一条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实现由农牧业
大盟向农牧业强盟
转变，是兴安盟坚持
绿色兴农兴牧，加快
结构调整，扎实推动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兴安
盟秉承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提出
了“两袋米两头牛，
红红火火搞旅游”的
发展思路，并以此为
突破口，着力实施大
米、玉米“双百双千”
工程，肉牛、奶牛“双
百千亿”工程，持续
推进大米品牌、玉米
精深加工、肉牛全产
业链体系及全国高
端奶业生产基地建
设，构建起了多级支
撑、多元发展的现代
产业体系。

“两袋米”“两
头牛”是兴安盟践行
新发展战略的目标
方向，也是兴安盟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的经
典概括。蓝图已经
绘就，兴安盟上下正
在坚定不移地把基
础做实、品质做优、
名气做响，确保将

“两袋米”“两头牛”
产业打造成当地的
优势产业、支柱产
业、品牌产业和富民
产业，让农牧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成果惠
及每一位农牧民。

兴安盟兴安盟：：
““两袋米两袋米”“”“两头牛两头牛””引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慧敏 敏讷

5月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俗话
说“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节气过后，正是水
稻插秧的大好时节。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
三合村，远远就听见了隆隆的机械声。拖拉机耙
地翻起层层泥土，插秧机穿梭插下棵棵稻苗，几
个来回下来，之前空空的水田已经被整齐的稻苗
覆盖，披上了绿装。

空中俯瞰三合村，片片水田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点点光斑，倒映着远处的山川与树木，水田
中劳作的身影和穿梭的机械，形成了一幅美丽的
水田画卷。据了解，今年乌兰浩特市计划种植水
稻17万亩。

连日来，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的旱
作水稻播种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今年，扎赉特
旗推广旱作水稻12万亩，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在90
万亩以上。与此同时，扎赉特旗通过继续大力推
广“我在扎赉特有一亩田”定制认领，发展稻田综
合种养、观光农业等新业态，不断提高水稻产业效
益，把水稻产业打造成为扎赉特旗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支柱产业。

兴安盟大米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规模种植的
水稻，更离不开众多的大米深加工企业。扎赉特旗
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现代化的生
产线正开足马力进行大米加工生产。生产线的终
端，加工完成后的大米封装好被送上传送带，很快
就被发往呼和浩特、北京、上海等地的各大商超。

近年来，兴安盟狠抓水稻标准化生产、质量安
全监管，以“绿色”打底，从种到收全程规范，努力
打造“兴安盟大米”这一区域公用品牌，并通过推
进稻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引进高科技龙头企

业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集稻米生产、储藏、加工、销
售、餐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良田沃土成就了“兴安盟大米”的非凡品质，
好吃闻得见的“兴安盟大米”也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认可，先后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荣获“2019世界高端米品
鉴大赛铜奖”，品牌估值超过180亿元，跻身全国
百强农产品区域品牌第12位。兴安盟也获得了

“内蒙古优质稻米之乡”和“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
都”的称号。在2019年举办的“兴安盟大米”产业
发展论坛上，“兴安盟大米”得到了袁隆平院士赞
誉推介。

在“兴安盟大米”品牌的带动下，今年兴安盟
新增水稻种植面积近5万亩，水稻总面积由135
万亩增加到140万亩。新增绿色产品基地认证
26万多亩，新增有机产品基地6000多亩，使全盟
绿色、有机大米产品基地一举突破70万亩。在抓
好基地建设的同时，兴安盟正在全力发展稻米精
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开发胚芽米、免淘米、婴
儿米粉等新产品，提升了知名度、竞争力和附加
值，推动了大米产业的快速发展。

兴安盟发展战略中的“两袋米”，一袋指的是
大米，另一袋就是玉米。眼下，兴安盟蒙佳200万
吨玉米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开工建
设阶段，施工现场内一片热火朝天，数十辆运送混
凝土的大型灌车和装满钢筋、水泥、砂石等材料的
重型汽车来回穿梭，大功率推土机、挖掘机正在紧
张作业。

作为可进一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推动当地
粮食转化的重点项目，该产业园采用粉碎——液

化——糖化——发酵——精馏脱水制成燃料乙
醇技术，年可加工处理玉米200万吨，年产60万
吨燃料乙醇、DDGS（蛋白饲料）56万吨。项目投
产后，预计产值可达每年40亿元，利税可实现每
年3亿元，直接安置就业800多人，间接就业
5000多人，带动全盟农民增收超亿元。

到祖祖辈辈耕种的玉米地里去掘金，是兴安
盟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布局，也是立足实际、
着眼长远的科学规划。目前，兴安盟玉米种植面积
达到10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年
产玉米芯90亿斤以上，秸秆收集总量可达110亿
斤以上。为此，兴安盟将发展玉米精深加工作为重
要朝阳产业，以优化区域布局为重点，积极调整玉
米种植结构，着力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做长产业
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实现质量效益双提升。

“除了蒙佳2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产业园项
目，华西新希望30万吨饲料加工项目、沈阳动力
集团120万吨玉米制淀粉糖等项目也正在稳步
推进，全国聚乳酸产业联盟中国聚乳酸产业北方
基地也已落户兴安盟。同时，为适应当前玉米加
工业发展趋势，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还专门建
设了玉米产业园，能够容纳玉米全产业链加工的
各类企业入园。”兴安盟行署副盟长张冰宇说。

龙头企业已崛起，产业升级再启航。随着玉
米加工程度的不断深化，产品产业链拓展、延伸，
兴安盟玉米精深加工市场显露出巨大潜力。相
信再过不久，兴安盟玉米将不只被当做“原粮”销
售，或被简单做成餐桌上的大碴粥，它还能变酒
精、变燃料、变淀粉、变饮料，在玉米食品、化工等
领域深度开发，向深层和高端转型升级。

开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这几天，突泉县六户镇双兴村的杨庆富格外
高兴，因为他养殖的黄牛又有两头快下牛犊了。
之前产下的牛犊卖了一部分，带来了3万多元的
收入，一头牛净赚了8000多元。

今年68岁的杨庆富和老伴在2015年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年岁已高，缺乏劳动
能力，老两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2017年9月，
杨庆富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扶引导下，贷款4
万元购进了3头能繁母牛，经过一年的精心喂
养，凭借着3头牛实现了稳稳的脱贫。

“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不使出‘牛’劲来
脱贫对得起谁？”正在清扫牛棚的杨庆富乐呵呵
地说。

在突泉县，牵着“牛鼻子”，过上“牛”日子的
不止杨庆富一家。自突泉县创新实施了“扶贫扶
产业·牧业再造突泉”工程后，这里的畜牧业养殖
规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我们做足资金扶持、养殖技术、风险防控三
个方面的保障，组建牛产业化联合体，让牛产业驶
上‘高速路’的同时，也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突泉
县委书记屈振年说。截至目前，突泉县已相继建
成万头安格斯肉牛扩繁基地和万头奶牛养殖基
地，全县牛存栏突破8.8万头，连续两年增速在
50%以上，不仅让4000余户贫困户通过牛产业稳
定脱贫，也为非贫困户增收致富开辟了新途径。

2018年，兴安盟全面启动牛产业“双百千亿”
工程，围绕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关键环节，加大
政策扶持，强化科技支撑，突出龙头带动，实施品
牌战略，大力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
标准化和发展产业化。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
使肉牛、奶牛养殖总规模超过200万头，通过构建
肉牛、奶牛全产业链条，实现产值1000亿元。

今年5月1日，一个对兴安盟乃至全区奶业
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兴安盟·伊利集
团绿色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暨有机高端乳制品
智能示范项目在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呼和马场
开工。当日开工的3座奶牛养殖示范牧场中，由
科右前旗、伊利集团、中博农公司三方共同建设
的中利牧业2.5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是目前
全区单体最大的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

“此次项目的开工标志着兴安盟奶业振兴发
展又迈出新的重要一步。”兴安盟盟委委员、副盟

长张国平说，“下一步，兴安盟与伊利集团达成总
投资30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建设养殖示范
牧场、智能化加工厂、创新产业城等方面开展全
面深入合作。项目一期包含6座万头规模牧场，
达产达效后，兴安盟可新增优质奶牛存栏36万
头，日均收奶量达到4000吨，实现年销售额300
亿元以上、年上缴税金10亿元以上。”

科右前旗副旗长周文介绍说，依托伊利集团
这一项目，科右前旗年内将完成4处1.2万头奶
牛牧场建设，同步发展3—5个6000头奶牛养殖
基地，持续打造“中国奶业振兴示范旗”。

同在5月1日，科右中旗首个肉牛交易市场
——鸿安现代肉牛交易中心也迎来开市。首日
交易便实现开门红：7306头肉牛入场，1716头
牛现场被交易，交易金额超2000万元。

“交易中心建成后极大地缩短了农牧民运输
路程，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通过交易中心的大
数据信息，养殖场及养殖户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市
场行情，同时，还能够引导、促进肉牛品种结构的调
整，将有效促进全旗肉牛全产业链发展。”科右中旗
副旗长白洋说。该交易中心的建立是科右中旗紧
紧围绕“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战略定位，
加快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打
造肉牛全产业链发展迈出的关键一步。

肉牛、奶牛产业发展事关兴安盟民生保障、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而“两牛”产业发展离不开
金融支持。在5月14日召开的兴安盟金融精准
服务奶牛肉牛产业推进会上，各金融机构与兴安
盟两个旗县市和4家企业共同签订了8个肉牛奶
牛产业贷款项目，签约金额达39.5亿元。这标志
着签约各方将围绕奶业振兴行动、重点项目融
资、多层次银担银保、产业扶贫等多个方面开展
合作。

近年来，兴安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
大，先后出台了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兴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等配套措施，2019年落实“两牛”产业扶持
贷款18.2亿元，有力支持了重点产业加快发展。

“通过开展一系列政金企对接行动，兴安盟
‘两牛’产业带动效应逐步凸显。截至今年4月
末，兴安盟肉牛存栏82.5万头、同比增长35.1%，
奶牛存栏达到14.5万头，同比增长27.2%。现有
乳品加工企业2家，肉牛屠宰加工企业9家，年屠

宰加工能力30万头。”兴安盟农牧局局长邱枫
说，“下一步，兴安盟将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发展，
预计到2020年，全盟肉牛饲养量将达到133万
头、同比增长33%，力争综合产值达到290亿
元。全盟奶牛存栏达到20万头，力争综合产值
达到65亿元。”

此外，兴安盟还将持续加强政府引导，拓宽
多元化融资渠道，抓好惠企政策落实，开展金融
支持“两牛”产业发展、金融营商环境优化、金融
服务专题宣传等9个专项集中行动，确保3年内
向全盟“两牛”全产业链提供不少于200亿元的
融资支持，切实增强金融服务“两牛”产业发展能
力，促进“两牛”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激发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胡日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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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镇溪柳村持续推进“牧业再造突泉”政
策，全镇牛产业覆盖率稳步上升。 菟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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