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莎日娜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0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五

■联系电话：0471-6635593 6635517 邮箱：nmbdfqx@126.com

〉〉〉〉〉〉云采风

〖云吧〗

云观察观察

闪闪云

依托依托““草原云草原云””平台平台 覆盖全区旗县覆盖全区旗县（（市区市区））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打造本土新闻品牌打造本土新闻品牌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梁震英

夏日一大早，乌拉特中旗石哈
河镇楚鲁图村主任张凤岐如往常一
般，来到巴宏塔种植基地，查看芦笋
的长势。他轻轻扒开浮土，找到一
个个正在悄然萌动的白嫩芦笋芽儿
后，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现在正是芦笋苗的生长期，有
的已经长到 1 米多高了。到 10 月收
割了芦笋苗，芦笋就会破土而出。”
张凤岐说，“你可别小看这些芦笋，
到 了 丰 产 期 ，它 们 1 年 平 均 亩 产
1000 公 斤 ，每 亩 收 入 大 概 1.5 万
元。这可是以后我们村集体收入的
重要来源，更是村里贫困户们脱贫
致富的希望。”楚鲁图村所属的石哈
河镇是典型的丘陵干旱地区，常年
干旱少雨，农民种地靠天，收入少且
没有保障。

改变，源自村里打造的芦笋种
植基地。2018 年 7 月，石哈河镇捆

绑 20 万 元 扶 贫 资 金 ，对 楚 鲁 图 村
38.5 亩集体温室进行了升级改造，
引进种植芦笋。第二年 11 月，楚鲁
图村首批种植的芦笋迎来采摘期，
也迎来丰收季。

“38.5 亩芦笋总产量约 8000 公
斤，收入 22.4 万元。除去开支，村集
体增加了 5 万元收入。在这 5 万元
里，我们给村里的 12 户贫困户进行
资产收益分红，每户 800 元。”张凤
岐预计，今年产值至少翻一番。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以传统种
植、养殖业为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
业，深入实施“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一乡一业”产业推进行动，集中政策、
资金、技术等要素打响脱贫攻坚战。

18 个专项推进工作组和 12 个
帮扶工作团精准施策，146 名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扎根基层，624 名处
科级领导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
子，全旗上下齐心，拉开架势构建产
业体系，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产业扶贫新模式。

2016 年 至 2019 年 ，全 旗 累 计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1.33 亿元，在 12
个苏木镇场 61 个有贫困人口的嘎
查村实施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
加工业、光伏、电商、资产收益等产
业扶贫项目 201 个，扶植产业化扶
贫龙头企业、涉农涉牧专业合作社
10 个，培育扶贫产业园 12 个，形成
产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
贫困户成为产业项目的参与者、受
益者，彻底甩掉“穷帽子”。

今年，乌拉特中旗组建了 2 个
产业扶贫技术服务专家组和 8 个产
业专家组，向各苏木镇、嘎查村增派
了产业发展指导员，并从全旗 1025
名贫困人口中遴选 200 人纳入全程
免费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计划，
开展贫困户、贫困嘎查村“点对点”
技术指导，有力地保障了全旗扶贫
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德岭山镇 1800 亩订单辣
椒、1000 亩订单红薯，石哈河镇 420
头肉驴，呼勒斯太苏木 575 亩红树
莓，海流图镇 156 栋高标准日光温
室大棚，乌加河镇的藏香猪，巴音乌

兰苏木的蒙古马，甘其毛都镇的驼
鸟⋯⋯特色种养百花齐放、“一村一
品”遍地开花。

为拓宽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
乌拉特中旗在传统销售体系的基础
上，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东风，助推
当地农副产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
中。利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建成电商扶贫站点 80 个，覆盖 11 个
贫困嘎查村。通过举办电商年货
节、海流图镇品桃会、石哈河镇电商
扶贫展销会、青创大赛与短视频比
赛等活动，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带
动农牧民增收致富。2018 年以来，
电商扶贫站点交易额突破 3000 万
元，占全旗电商交易额的 10%。

如今，一个个扎根基层的特色
产业成为助农增收新“引擎”。全旗
87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5 万元以上；2042 户 4688 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人均纯
收 入 由 2016 年 的 5174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 的 12604 元 ，年 均 增 长
35.9%。

乌拉特中旗：

特色种养百花齐放 “一村一品”遍地开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姚宏艳
王天茹

这几天，扎赉特旗瑞秋农牧业
合作社的黑木耳开始进入持续采摘
期，阿尔本格勒镇珠日根嘎查脱贫
户赵国军每天在黑木耳大棚，忙着
采摘、晾晒黑木耳。

“从最开始的 6000 棒到今年的
3 万棒，黑木耳利润非常可观，去掉
人工和成本，每年大概能赚 4 万到 5
万元。”赵国军说，今年是他种植黑
木耳的第四年，有了政策扶持，他充
满信心地将菌棒种植规模扩大了。

2017 年，扎赉特旗出台了《“菜

单式”精准到户产业扶贫方案》，黑
木耳被列入产业扶贫项目“菜单”，
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黑木
耳逐渐成为扎赉特旗扶贫产业的

“黑金名片”。
“贫困户种植黑木耳每棒政府

补助 1 元，贫困户自筹 8 毛，木耳种
植全程我们都进行技术指导，木耳
采摘完成后，农户自己没有销售渠
道的，我们还统一回收，利用电商平
台进行销售。”扎赉特旗瑞秋农牧业
合作社理事长马和平介绍说，作为
扎赉特旗黑木耳产业的龙头企业，
瑞秋农牧业合作社种植黑木耳 150
万棒，带动了阿尔本格勒镇 464 户
贫困户、1198 名贫困人口，人均增
加收入 2800 元。同时，这一产业还

为 1200 人增加了 300 万元的劳务
收入。

在扎赉特旗，除了黑木耳奖补
政策，牲畜品种改良政策也让众多
贫困户从中获得“真金白银”的效
益，巴彦高勒镇永合村脱贫户刘忠
录就是受益的典型代表。

2019 年，扎赉特旗出台的《扎
赉特旗家畜改良补贴暂行办法》规
定，所饲养的羊每产 1 胎优良肉羊
品种羊羔，给予养殖户 30 元补贴。
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刘忠录尝试改
良了 20 多只基础母羊，如今，他家
的 80 多只羊已经全部成为优良品
种。2016 年以来，扎赉特旗强化政
策支持，坚持产业引领，紧盯脱贫关
键环节和群众现实需求，制定了多

项政策方案，鼓励贫困户自主发展
产业、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辐射带动，
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和产品附加值，让群众更多地享受
产业发展“红利”。

“ 扎 赉 特 旗 先 后 制 定 印 发 了
《‘ 菜 单 式 ’精 准 到 户 产 业 扶 贫 方
案》《建立产业扶贫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两袋米、两头牛、两盒糖’
产业振兴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对列入‘菜单式’产业的项目通过
定额补助和按比例补助的方式进
行补助，全旗累计投入资金 3.7 亿
元，扶持 1.2 万户贫困户发展了到
户产业。”扎赉特旗扶贫办副主任
耿立军说。

扎赉特旗：政策扶持做实产业扶贫

□本报融媒体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河南村种植的 50 多亩
大蒜喜获丰收。该村第一书记苏依勒介绍说：“今年大蒜

‘钱’景不错，每亩蒜纯收益能达到 2500 多元，还能解决
1000 个临时用工呢！”

来到孔雀聚义山庄，只见几百只孔雀啄食，引得游人
尽情观赏拍照。在拾蛋乐园里，家长和孩子们尽兴拾捡着
散养土鸡蛋。另外，户外自助烧烤、儿童水上娱乐等游玩
项目也很火爆，游客们沉浸在乡村生态游的乐趣中。

走进潮岱村，60 亩观光蟹田尽显特色乡村美景。“刚投
入蟹苗不久，再有 4 个月就可以吃到本地螃蟹了。”该基地
工作人员说，“除此之外，还配套建设了农业观光园、农家
蔬菜采摘园、螃蟹垂钓园等供游客体验。”

近年来，赛罕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巩固扩大发展以设施蔬菜为主的都

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基础上，打造了河南村的大蒜、朝天椒，
潮岱村的稻田养蟹，榆林村的孔雀聚义山庄，罗家营村的
蒙兰花卉，格此老村的连威南瓜，太平庄村的宝丽鑫番茄，
七圪台村的万春鑫紫苏，舍必崖村的明吉草莓，郜独利村
的田源草莓，赛音不浪村的果路网纹瓜，黑沙图村的轩达
泰火龙果及西讨速号村的欣丰葡萄等规模化特色农产品
基地，形成了设施蔬菜产业与休闲采摘、农业观光、民宿旅
游等假日休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云视角视角

巴林右旗
投入 8900万元实施教育重点工程

本报赤峰 7 月 16 日电 巴林右
旗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
教育、特殊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今年，该旗计划投资 8900
万元实施幼儿园建设工程、大板职业
中学建设项目等 6 项教育重点项目工
程。目前索博日嘎蒙授中心小学足球
馆建设项目已经开工。投入 120 万元
完成了 2020 年春季校园绿化工程。
大板三中足球馆、宝日勿苏中心幼儿
园等项目正在招投标，其余项目正在
办理前期手续，准备招投标。同时，优
化教科研队伍，选调 22 名优秀中小学
教师担任学科教研员，正在进行 2020
年有关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巴林右旗融媒体中心 道日那）

锡林浩特市
“普惠直播”助推商家增效益

本报锡林郭勒 7 月 16 日电 7 月
10 日开始，锡林浩特市总工会每晚 8
点安排 1 个商家进行网络直播，由商
家职工担任主播，现场介绍商品和服
务，并设置免费抽奖环节，吸引职工观
看。本次直播活动由普惠商家自愿报
名，锡林浩特市总工会精选 12 家优质
服务普惠商家，线上为会员职工提供
最优惠的商品和服务，涵盖生活用品、
休闲食品、地方特产、学习培训、健康
保养等方面。通过直播活动，为会员
职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也
提升了普惠商家的知名度、信誉度，有
力地带动了复工复产，取得了职工与
商家互利双赢的良好成效。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阿润哈斯）

海南区
148万尾鱼苗增殖放流母亲河

本报乌海 7 月 16 日电 近日，由
乌海市海南区政府主办的增殖放流活
动在赛汗乌素村西行客栈黄河岸边举
行。据介绍，增殖放流是修复天然水
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实现
水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此
次增殖放流活动以“增殖水生生物资
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共投
放鲢鱼、鳙鱼、草鱼等鱼苗 148 万尾。
海南区在增殖放流中不仅采取了大箱
体给氧式的运输办法，还采取以桶分
装的方式进行放流，有效减少鱼苗的
死亡率，并可保证放流的成活率。海
南区通过增殖放流活动，号召社会各
界关心、关注黄河生态治理和环境保
护，积极参与到黄河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中来，营造出人人爱护黄河生态环
境、共同建设“美丽海南、生态海南”的
良好氛围。（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扎赉特旗
首家混合所有制农业企业成立

本报兴安 7 月 16 日电 日前，扎
赉特旗首家混合所有制农业企业——内
蒙古成粮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该
公司借助四川省重点国有粮食企业成
粮集团先进的管理模式、成熟的市场销
售体系，依托扎赉特旗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和内蒙古自治区龙头企业裕丰粮
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综合实力组建而成，
旨在形成“从种子到筷子，从田间到餐
桌”的农产品生产流通全产业链，共同
打造 1+1＞2 的战略合作共赢新格局。
将为扎赉特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农畜
产品品牌创建、产业价值提升注入强大
动力，带动更多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化德县
“菜单式”产业扶贫助增收

本报乌兰察布 7 月 16 日电 今
年以来，化德县按照“政府出单、贫困户
点菜、政府买单”的“菜单式”产业扶贫
模式，充分尊重贫困群众意愿，紧紧围
绕庭院种植、网室和大棚建设，籽种、化
肥购置、养殖业棚圈建设、畜种引进改
良等产业项目，根据贫困户产业发展规
模给予产业补贴，有效促进了农牧业主
导产业健康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贫困户
持续稳定增收，为实现脱贫摘帽目标奠
定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
放补贴资金 1863.15万元，覆盖贫困户
3960户9108人。 （李剑平）

●乌海市海勃湾区首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基地日前在乌海市人民公
园奇石馆挂牌成立，使非遗传承人有
了固定的传习场所，对进一步保护、传
承和发展非遗名录项目具有积极作
用。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杭锦旗乌兰牧骑在杭锦
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开展了演出、辅导
及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戏曲文化进校
园”活动。乌兰牧骑演员为师生们表
演了小品《小康之路》《那达慕》，器乐
合奏、古如歌等文艺作品。学生们在
乌兰牧骑演员的指导下学习了戏剧基
本动作和舞台调度等知识。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闫鹏飞）

●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培训中心是
鄂尔多斯市首个旗县级公安机关专职
教育训练机构。2020 年以来，该中心
采取岗位练兵、集中训练、专业训练、
专项训练、协同训练、比武竞赛等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后举办了党性
修养、辅警岗位轮训、扫黑除恶、武器
警械等专题培训班 8 期 600 余人次，
为锻造“四个铁一般”高素质过硬基层
公安铁军夯实了根基。 （杨晓涵）

●日前，乌海市海南区妇联联合
海南区教育局在海南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新时代好
少年”主题实践活动暨“儿童之家”授
牌仪式。活动中，志愿者带领孩子们
参观了党史团史展馆，了解我国历史、
党的光辉历程、海南区的发展，使少年
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坚
定理想信念。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阿尔
善派出所侦破 2 起猎捕百灵鸟案，现
场查获百灵鸟雏鸟 9 只。近年来，阿
尔善派出所根据辖区实际情况，摸索
经验，开展重点区域巡查、候鸟栖息地
巡护工作，在辖区形成了保护野生动
物的良好氛围。 （布和）

●日前，内蒙古呼格吉乐生物有
限公司化德县万头驴养殖基地开工。
据了解，该养殖基地以“公司+合作
社”为载体，打造以养驴为主，餐饮、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园区，通过“合作
社分红持股”的模式，以企业上市红利
为基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贫困
户长效脱贫、永久脱贫。 （李剑平）

●伊金霍洛旗公安局阿镇第一派
出所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今年上
半年共排查矛盾纠纷 94 起。根据数
据分析，借助“警司联调”工作机制，联
合社区、司法、妇联等部门成功调解婚
姻纠纷等各类纠纷，对排查出的未化
解的矛盾纠纷建档登记、分析研判、找
准症结，继续联合多部门予以调解，最
大限度减少矛盾纠纷的存量。（胡娜）

●位于凉城县境内，总长度 4.26
公里的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的控制
性工程——双古城隧洞项目日前正式
开工。该工程是整个岱海生态应急补
水工程中工期最长、施工难度最大、地
质条件最复杂的工程。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近日，杭锦旗图书馆派出专业
技术人员到各苏木镇图书分馆进行数
据加工和业务辅导。今年，该图书馆
计划完成 31 个嘎查村二级分馆的提
档升级和 13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图
书分馆的建立，形成全覆盖、均等便
捷、实用高效的公共图书服务体系。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近日，为全面落实党的抚恤优
待政策，全方位服务抚恤优待对象，镶
黄旗按时足额发放各类补助金共计
158.8 万元。其中，2019 年度退役士
兵地方性经济补助 70.8 万元，惠及 9
名退役士兵；2018 年至 2019 年度现
役军人家属优待金 88 万元，惠及 19
人。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乔立刚）

●日前，乌海市乌达区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帮扶项目正式启动。此项目
由自治区计生协投入 10 万元项目资
金，全部用于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工作，
惠及该区计生特殊家庭 72 户 114 人，
接下来通过开展紧急救助、节日慰问、
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和意外保险保障
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最需
要关爱的特殊家庭。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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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蹦 乱 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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