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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6日电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
议7月 6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

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倡议
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拉伯国家热
情响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略
协调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密切合
作，这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
前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推进抗疫
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阿双
方人民。

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
学园复信。习近平在信中愉快地回忆了
2018年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出席布图
卡学园启用仪式的情形，肯定学园办学成
绩，对学园近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
现复课表示欣慰，指出中方将继续为学园
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

此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

校方致信习近平主席，衷心感谢习主席
关心学园发展，高度评价中方为推进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所作积
极贡献，表示在中方帮助下该校克服疫
情影响实现复课。

布图卡学园自2018年11月启用以
来，招收学生约3000名，改善了当地办
学条件，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民
众一致好评。

习近平给巴布亚
新几内亚布图卡

学园复信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集成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全
程机械化生产、生物防治、黑土地保护
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土壤墒情监测、气
象+服务等先进技术……让种了30多
年小麦的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
农民王春大开眼界，直夸“现代农业真
牛”！

王春家的地块位于通辽市开鲁县
开鲁镇民主村万亩农业高效节水小麦
复种芥菜示范基地，基地全部采用了浅
埋滴灌等一系列现代农业新技术。王
春虽然搞不明白某些技术的原理，但他
能看到、感受到其中的好处，他说：“浅
埋滴灌一是省地，去掉了垄沟、池埂，这
样就多出不少耕地；二是省事，浇水打
开阀门就行，这边浇地，人可以回家里
干别的活；三是省水、省肥还能增产增
收，化肥倒入施肥罐里和水一起直接浇
到了小麦的根部。”

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
员刘东平计算，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
化技术，每100亩可多整理出15亩种植
面积，可亩均节水70%即 420方，节电
60%即 30度，节肥 40%即 40斤，省工
50%即 120元，控药 40%即 10元。以
小麦为例，应用了高效节水等技术后，
亩可增产400斤、增收800元。

“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种
地，可实现旱涝保收保增产。”民主村
党支部书记赵春明也算了一笔账：“7月
中旬小麦可成熟收获，看目前的长势，
亩产1000斤不成问题，亩收益约1600
元，二茬统一复种芥菜，芥菜亩产可达
9000 斤，市场价 0.3 元/斤-0.5 元/斤，
亩收益能达到3400元，小麦复种芥菜，

亩利润有望达到5000元。”
赵春明说，为提高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水平，村党支部还领办了“开鲁县
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实现“统一整
地、统一种植、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确
保产量质量实现计划目标，村里依托合
作社建设了面粉加工厂，商标注册、绿
标申请也正同步进行。

在该示范基地的“智慧农业观光驿
站”，还设有智慧灌溉平台和农作物病
虫害监测预警平台等现代农业设施设
备。智慧灌溉平台可根据作物品种、长
势等情况，计算出最佳灌溉时间、用水
量和微量元素配给，并实现灌溉和施肥
自动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平
台，可全天自动对环境、气象、病虫等状
况进行实时监测，给出病虫害诊断和防
治方案……

民主村万亩农业高效节水小麦复种
芥菜示范基地只是开鲁县50万亩现代农
业示范区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了解，今年
开鲁县重点推进“田林路井电技”配套的
50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总投资
4.05亿元。包括20万亩玉米、28万亩红
干椒、1万亩小麦、1万亩圆葱，全部应用
高效节水技术。最大限度节水节能降耗，
防灾减灾、减少投入品使用，集中展示农
业高效节水与综合水价改革、智慧农业、
村级集体经济与结构调整、“种养加”循环
经济、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观光农业
与乡村旅游共6项示范内容。努力打造

“以高效节水为核心的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以智能化标准化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示
范区，以控肥控药控水控膜为核心的绿色
农业示范区，以全产业链打造为核心的产
业融合示范区”，带动现代农业、生态农业
发展。

开鲁县：高标准建设50万亩
高效节水现代农业示范区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芳 赵弘
皇甫美鲜 郭慧超 刘墨墨

迎着夏日晨光，52岁的乌兰察布
市兴和县赛乌素镇石家村村民范喜
喂完牛羊，前往当地的一家粮油商贸
公司上班。

在公司的滤油车间，身穿蓝色工
作服的范喜操作规范、动作娴熟。他
边干活儿边和记者唠了起来。

“以前打过零工，也种过地，可咱
没技术，地少还多是旱地，一年下来
也就挣个万数来块钱。老伴儿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日子过得
真是紧。现在当了工人，工作轻松简
单，钱还不少挣，最高一个月挣4500
元。”范喜说，他2015年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
自从进厂上班，家里的光景好了起
来，现在一年能挣4万多元，相当于过
去4年的收入。

范喜上班的贺氏粮油商贸有限
公司是当地一家以生产、加工、销售
油脂、杂粮为主的民营企业。经过多
年发展，已成为当地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及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型市级龙头
企业。目前有4个精准扶贫户在这家
公司上班脱了贫。

除了吸纳贫困户到公司上班，去
年，贺氏粮油商贸有限公司与赛乌素
镇魏家村、大西坡村等7个村的412
户村民签订了3620亩地、180吨的亚
麻籽订单收购合同，其中与187户贫
困户签订了1830亩地、90吨的收购
合同。亚麻籽订单让这里的农户和
贫困户心里有了底。

仲夏时节，赛乌素村满目青翠，
生机盎然，田间连片儿的亚麻、莜麦
等农作物长势喜人。“手中有订单，种
地心不慌。今年这收成差不了！”正
在地里忙活的张喜奎高兴地说。

张喜奎一直在家务农，就守着10
多亩旱地靠天吃饭，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妻子还得了脑梗，2015年他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知村里要
和当地的粮油公司合作搞订单种植，
他意识到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他又
承包了30多亩旱地种亚麻。

“和粮油公司签订订单合同后，
我们种的亚麻、莜麦人家都保底收
购，而且收购价比市场价高20%。”去
年，张喜奎种的亚麻每亩产出150斤
亚麻籽，公司每斤以2.95元的价格收

购，仅亚麻一项他收入15000多元。
种地不仅挣了钱，张喜奎庄稼把

式的技术也提高了。他们签订的订
单种植都是有机认证的标准种植，实
行统一品种、统一肥料、统一种植规
程、统一监管、统一认证、统一收购的

“六统一”管理。种植户按照标准要
求种，贺氏粮油公司还每亩给10元的
补贴。公司经常聘请专家进行现场
指导示范，张喜奎们在与农业种植专
家面对面交流中学到了新的种植技
术。

订单农业让这里的村民不再靠
天吃饭。建立订单种植以来，贺氏粮
油商贸有限公司直接带动周边2300
户农户、408 户贫困户年人均增收
3500多元。

记者了解到，当地引导支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绿色农业生产
加工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带
动特色产业深度开发。一条龙头企
业带动产业发展规模化、订单农业常
态化、农民增收长效化的发展路子，
串起了当地贫困户的脱贫致富链。

订单成了脱贫“保单”

□本报记者 相恒义 赵元君
吕学先 刘向平

杨金凤左手握住玫瑰苗，右手拿
着剪刀，“咔嚓、咔嚓”两下，多余的枝
条就被轻松剪掉。然后她摁了几下根
部的土，对记者说：“今年的玫瑰长势
又不赖。”

在这座1900多平方米的智能温室
里，种植的有食用玫瑰高原墨红，还有
黄、红、紫等5种颜色的观赏玫瑰。

杨金凤是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忽洞
镇太平村村民，过去一直靠种地为
生。3年前，随着套马沟农牧业专业合
作社的建立，她的身份也由农民转变
成了养护工人。

达茂旗地广人稀，十年九旱。“过
去，能不能吃饱饭还得靠运气，日子一
眼就能看到底。现在我和老伴儿在这
儿打工，每人每月轻轻松松就能挣
3200元，再加上土地流转费、合作社给
的各种补贴，日子过得富裕又开心。”
杨金凤说。

同样开心的还有68岁的该村村民
刘生小，他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自
从有了合作社，他家流转了土地，搬进
了新房。他被聘用到旅游景区负责树
草养护，老伴儿在合作社食堂从事服
务工作，两人每月稳稳地挣6000元。

“不光这些，合作社还给我们每人

每年 600元钱的煤炭补贴，像我这样
65岁以上的人，每年还给1000元的高
龄补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刘生小
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眉飞色舞。

在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党文和看
来，村民生活质量的巨变，主要归功于
旗委、政府的支持和乡贤李志强的回
归。

李志强是包头市石宝铁矿集团的
董事长，也是土生土长的太平村人。
他致富后，一心想着要报答家乡的养
育之恩，可是，这里地不行、水又缺，属
于偏远荒凉地带，能做什么呢？

得知李志强的心愿，旗委、旗政府
领导主动找上门，经过商讨，很快达成
一致意见：共同构建“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投资
分红、托管、订单保本分红、吸纳贫困
人口就业和高于市场价收购等模式，
在套马沟自然村成立了农牧业专业合
作社，发展休闲观光产业，打造“田园
综合体”，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2016年4月，合作社流转了包括9
户贫困户在内的2244亩耕地，将该村
常住的36户农民通过实施易地扶贫移
民搬迁项目，安置到腮忽洞新村。同
时投资2亿元，实施旧村整治、土地复

垦，形成集种、养、加工、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产业项目，并将总投资90余万元
的特色餐饮木屋，无偿提供给当地村
民经营使用。

如今，农耕文化村史馆、江南风情
四合院、陕北窑洞、乡村酒吧、公园、欧
式木屋、为民湖、网红桥、垂钓鱼塘、梦
幻风车隧道等几十个景观都已建成迎
客。2000多亩绿色有机作物、18顶温
室采摘大棚、酒厂、磨坊、肉羊肉牛养
殖基地等十几个产业项目也竞相落地
实施。

产业的兴起，不仅使全村9户贫困
户全部脱贫，还解决了当地所有剩余
劳力稳定就业，同时带动了周边村镇
的发展。

看到家乡的扶贫产业日新月异，
李志强兴奋地说：“总算把家乡贫穷落
后的面貌扭转过来了。下一步，我要
继续加大投资力度，让扶贫产业遍地
开花。”

这，就是乡贤的带动作用。达茂
旗委副书记、旗长刘海泉说：“产业是
脱贫致富的根本，也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要想拔掉穷根，必须有产业做支
撑，只要产业发展起来了，实现奔小康
的中国梦就不是问题了。”

发展什么产业？怎样发展适合对
路的产业？

刘海泉认为，达茂旗地域辽阔，日
光充足，农牧业是当地一直以来的经
营传统，必须因地制宜，以科学发展种
养殖业为主线，以旅游业和光伏产业
为两翼，齐头并进，协同发展。于是，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规划》《产业扶贫
资产性收益项目实施方案》《资产性收
益分配使用管理办法》等多个文件相
继出台，旨在全力助推扶贫产业发展。

走进石宝镇腮吾素村，1万亩绿油
油的黄芪，在50多位村民的精心养护
下，长势喜人。村党支部书记栗天喜
告诉记者：“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有政府全力帮助，企业和村民总算
度过了这一难关，现在，丰收在望了。”

黄芪，是腮吾素村的主要经济作
物，过去由于种植规模小且分散，质
量参差不齐，再加上没有稳定的销售
渠道，黄芪不仅没有使当地村民致
富，还让一部分村民失去了种植的信
心。

2015年，随着天创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进驻，沉寂的腮吾素村，一下子
涌动起来。村民们纷纷以每亩200元
的价格，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
并达成了“优先用工”协议。当年，全
村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村
集体经济也有了5万元收入。

■下转第3版

达茂旗：产业扶贫拔穷根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详见第10版

文明春风入万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推党的创新理论

在基层落地生根

民法典改变你我生活

■详见第5版

地里的莜麦长势喜人，张喜奎（右）说，自从开始订单种植，他的心也舒展了。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月 6日，市民在呼和浩特市满都海公园观赏荷花。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
暑，随着汛期的到来，雨水增多，公园内水草丰美，湖畔中盛开的荷花，引得许多市民
前来游园赏荷，感受夏日之美。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小暑至 水草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