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7月 7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截至目前，
呼伦贝尔市共落实京蒙扶贫协作资金
10203万元，实施项目27个，项目开工
率达 100%。该市以促进贫困人口增
收为导向，从2018—2020年项目库中
筛选、论证、审核，制定《2020年呼伦贝
尔市京蒙扶贫协作项目计划》，并获得
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和自治区扶贫办联
合批复。据悉，27个项目中产业类项
目12个，涉及资金8109万元，约占资
金总额的80%，通过发展产业、带动贫
困人口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利益联
结机制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本报 7月 7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扎实开展脱贫
攻坚全面摸底排查及“回头看”工作，深
入推进脱贫攻坚“四级联动”机制，扎实
推进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确保全旗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精准无误，“机账实”
一致。该旗先后举办2期全面入户摸
底排查信息采集业务全员培训班，做到
培训旗处级包联领导及7个苏木乡镇
49个嘎查 169名工作队成员全覆盖。
还组织7个苏木乡镇49个嘎查的182
名扶贫干部，扎实开展了412户贫困户
先后“两轮”“拉网式”入户摸底排查工
作，精准核查采集贫困户基础信息。

本报 7月 7日讯 （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来，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天吉泰镇把建设现代
设施农业扶贫产业园作为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带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加快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让贫困群众鼓起

“钱袋子”、摘掉“穷帽子”。2018年底，
由政府主导、合作社牵头，天吉泰镇天
吉泰村通过流转贫困群众土地，搭建起
300个钢架大棚，建成现代设施农业扶
贫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280亩，总投
资350万元。目前，园区主要种植作物
为白莲翠香瓜，农民通过种植白莲翠香
瓜每亩增收5000多元，园区年销售收
入达140万元，带动周边100余户农户
实现家门口就业。

【我奋斗·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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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建档立卡贫困户包秀兰
来到村部，为驻村工作队送来 3 面
锦旗。包大娘激动地说：“原来我
家房子不安全，现在不花一分钱就
把新房盖上了。吃水问题也解决
了，看病再也不用担心支付不起医
疗费了，还得到了产业资助，这几
天家里的大黄牛就要下犊了，日子
是越过越好。你们几个小伙子为
了我的事日夜奔波，真的挺不容
易，我是特意来感谢你们的。”

79 岁的包秀兰大娘儿女不在
身边，一直一个人生活，年岁大了，
又孤身一人，工作队队员就成了大
娘家的常客。无论米面粮油还是
生活必需品，约摸大娘快用完的时
候，我们立即送到。遇到其他困
难，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这几年，包大娘脸上的愁容没有
了，笑容明显增多了。

看着锦旗上“扶贫济困见真
情、无私奉献送温暖”14 个烫金大
字，我心里暖暖的，这是群众对我
们工作的认可，也是我下一步工作
的动力。我一定不辜负他们对我
们的期许，争取早日带领他们走上
脱贫致富的道路。

2020年5月28日 晴

今天，我和工作队队员们来到
陈宝生家，通过产业扶贫，他家刚
领到了 2 头基础母牛，我们打算详
细了解一下。一进院，陈宝生的妻
子祁玉凤便笑呵呵地迎了上来，一
边拉着我们的手往牛圈走，一边激
动地说：“自从我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里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感谢村两委与
工作队的无私帮助。”

陈宝生患有视力残疾，妻子祁
玉凤患有肝癌。回想起当年，陈宝
生一家从外地回到村里时，没有住
房，只有7亩半薄地，还因无劳动能
力只能租给别人打理。

祁玉凤每年的医疗开销是家中
最大的支出，无论怎样努力，医疗费
都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这个家庭。
为了不连累家人，祁玉凤当时都有
了一死了之的想法。如今，陈宝生
一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已经住进了
宽敞明亮的电梯楼，医疗补贴政策
更让这个家摆脱了困境。去年，光
祁玉凤一人的手术等医药费用花销
就近10万元，报销后，自费部分还不
足1万元，报销比例高达85％以上。

小病熬、大病拖的日子已成为陈
宝生一家的历史。随着驻村工作队
细心持续地跟进与关注，我相信陈宝
生家脱贫致富的日子指日可待。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韩雪茹 摄影报道

王俊芝是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
的村民，2016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天
早晨6点钟，她就在希森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
的大棚里忙乎开了。闲暇时间，她掰着手指头给
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个棚栽苗7万株，能产原原
种20多万粒，只要侍弄100来天就能卖钱了，纯
利润能有2万多块呢！”

2019年，七台镇喇嘛板村专业合作社与北京
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建设脱毒马
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该基地共建设大棚 107
座，每座大棚占地1亩。今年，通过“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集中流转土地525亩，整
合乡镇扶贫资金4500万元，在喇嘛板村再次新建
钢架温室大棚328座，同时配套建设供水、供电等
相关基础设施。

据基地总经理黄兆文介绍，基地负责提供种
苗、技术指导、监督管理和产品回收，每个大棚还
补贴租金3700元，农户只要按照标准进行田间作
业管理即可获得收益。据了解，希森集团拥有国
内最大的马铃薯组培中心，年可繁育脱毒苗1.5亿
株，年产脱毒原原种4亿粒，目前这400多个大棚
远远不够。

“土蛋蛋”就是“金豆豆”。如今，马铃薯产业
成为该区域精准扶贫的主打产业，原原种等一系
列高品质薯种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块金字
招牌。

““土蛋蛋土蛋蛋””就是就是““金豆豆金豆豆””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唐丽雅

今年，通辽市科左中旗代力吉镇敖力布
告嘎查的贫困户王国平增收致富的底气十
足。这几天，他又在扶贫产业园里忙乎开了。

“你看，这是我家的6头牛，现在都放
在产业园里养着呢。我还能在产业园里打
工，一年光工资就有4万多！”王国平指着
扶贫产业园里成群的肉牛乐呵呵地说。

王国平口中的扶贫产业园，是代力吉
镇2019年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00万
元建立起的黄牛养殖扶贫产业园。该产业
园占地总面积6.6万平方米，现牛存栏400

多头。“扶贫产业园自建成还不足一年时
间，已经净盈利110多万元。”黄牛养殖扶
贫产业园负责人刘金锁说。

扶贫产业园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合作共赢”的模式运营，其示范带动能力让
当地群众增收信心倍增。该产业园发挥信
息灵通、交易渠道宽的优势，购进2至3龄的
优质基础母牛提供给有需求的养殖户，让当
地群众从自家门口就能买到优质的基础母
牛，群众也可通过产业园的平台卖牛，这样
买进卖出的循环模式大幅提升了当地牛的
品质和养牛人的经济效益。同时，产业园在
科学饲养、规模化经营等方面为广大养殖户
提供服务，周边群众在产业园的辐射带动

下，肉牛养殖积极性显著提高。
近年来，代力吉镇将发展肉牛养殖作

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以
发展养殖10万头肉牛为目标，整合各方资
源，多措并举，全力推进肉牛产业快速发
展。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代力吉镇投
入扶贫资金1155.708万元为663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户均购买2头牛，共计购买1326
头基础母牛扶持贫困群众发展肉牛养殖。
还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013.9 万元，建设
694座牛棚、556座干草棚、652座窖池等
配套设施，为肉牛养殖产业发展打牢基础。

在前四井子嘎查，张金虎正在牛棚里收
拾牛粪：“政策是真的好！我办理了金融扶贫

贷款，用9万元贷款买了9头牛，现在我的牛
已经发展到23头，靠养牛我就奔小康了。”一
提到自家的牛，贫困户张金虎满脸笑容。

为了给贫困户提供购牛资金，代力吉
镇借助扶贫小额信贷及惠农贷款的东风，
用金融杠杆撬动肉牛产业发展。一方面积
极利用扶贫小额信贷，协调金融部门为有
贷款意愿的建档立卡户办理3至5万元的
扶贫小额信贷，并监督贷款户专款专用。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200万元，购进基础母牛600头。

充足的饲草料供应是发展肉牛养殖的关
键。“去年我们镇种植青贮饲料2万亩，窖储7
万多吨，供应了近3万头牛的饲草料需求。”代

力吉镇副镇长吴小芳说。该镇在饲草种植储
备上狠下功夫，深入宣传为养而种的理念，借
助国家青贮补贴等政策鼓励群众不断扩大粮
改饲面积，同时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喂
养模式，通过举办养牛技术培训、饲料加工技
术培训等各类培训班，提高群众养牛技术。

目前，该镇青贮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
亩，年窖储量3万吨，黄贮年窖储量5万吨，
扶贫牛已经发展到近5000头。对于下一步
的发展，代力吉镇党委书记马斯日古楞信心
满满：“近年来，我们镇充分发挥当地肉牛养
殖的资源优势，着力打造肉牛养殖品牌。今
年，我们进一步扩大了粮改饲面积，为肉牛
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草料保障。”

建成不足一年，净盈利110多万元——

这个扶贫产业园很“牛”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曹敦美

过去，我家养着 20多只羊，种着 60
多亩盐碱地，收入不高。家里两个孩子上
学，一个读小学，一个读高中，正是费钱
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难。幸运的是，我
家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2015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了解了我家的基本情况后，我的帮扶
责任人杭锦旗司法局局长史军和驻村工
作队经过协商，首先申请了住房方面的政

策支持，给我家建了新房，我们从破旧土
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又给两个孩
子分别申请了助学金，解决了孩子的学杂
费问题，我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多了。

之前我养了几十年羊，一直没啥起
色。家里的羊圈早已破旧不堪，养的 20
多只羊产羔率很低，每年到头一算账，基
本都是赔钱。看到这个情况，帮扶责任人
又帮我申请了 10只基础母羊、1只优质
种公羊，新建了羊圈，帮我家规划了发展
养殖业脱贫的路子。到2016年底，新更
换的母羊大多都下了双羔。看到新换的

羊产羔翻番，收入也跟着翻番，我激动不
已，感到生活有了希望，心态改变了，干
劲儿足了。

养殖有了起色，我乘胜追击，又在种
植上下起了功夫。以前家里的耕地常年
种植玉米、葵花，总受天气、市场行情等
影响，收入支出基本持平，挣不到钱。在
帮扶责任人、产业发展指导员的指导下，
我调整了种植思路和方式，在盐碱化严重
的 20 亩耕地种上了甘草。种甘草效益
好、受天气影响小，适宜盐碱地种植。甘
草一般是三年一收，每亩纯收入在 2400

至 2700元左右，今年是我种甘草的第三
年。农闲时，我和妻子还打点零工，一年
还能增加1万多元收入。

2018年，我家人均收入从不到2000
元提高到了 1.2 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大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我家的日子真是越
来越好。今年初，社里选社长，大家觉得
我这几年干得挺好，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
用，我被选举为社长。真没想到，曾是贫
困户的我现在也当上了社长，以后我更得
好好干，争取早日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
小康。

曾是贫困户的我当上社长
◎讲述者：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碱柜村三社张金马

□韩雪茹

发展产业是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
途径和长久之策，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所在和重要抓手。实践证明，产业扶贫已经
成为最具活力的扶贫方式之一，贫困人口依
托特色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能有
效激活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从而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因地制宜引导和扶持发展特色产业，是
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转变
的重要途径。在科左中旗代力吉镇，投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500 万元建立起的黄牛养
殖扶贫产业园，建成还不足一年时间，已经
净盈利 110多万。如今，全镇的扶贫牛已经
发展到近 5000 头，不仅为贫困群众带来了
长期稳定的收入，更有力地推动了肉牛产业
的快速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脱贫“牛”路。

产业扶贫需要综合推进。首先，发挥优
势选准产业，立足长远谋发展，而不能只追
求短平快；其次，打造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
式，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
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代力吉镇在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的同时，还积极谋划粮改饲，引导农民种植
青贮饲料，目前青贮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2万
多亩。这既保障了肉牛饲草料供应充足，也
在促进产业的合作化、分工化和规模化过程
中，让农牧民与产业发展同步受益。

立足产业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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