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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科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时秀霞 包天娇

科右前旗林果资源丰富，该怎
样做大做强产业链惠及更多农
民？近年来，该旗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做足“以绿带富”文章，
迈上“农业+旅游”增收致富的道
路，“赏花节”“采摘节”贯穿果子生
长季，“全粉宴”“全鱼宴”“榆皮饸
饹”等美食成为节庆时期的最好

“伴侣”，实现了由单一林果采摘向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的转型，让小
林果发挥了吸睛又吸金的作用。

截至目前，该旗林果栽植面积
达22万亩，1000多户林农亩增加
收入1500元到5000多元，人均增
收1000元以上。眼下，通过“接上
联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旗
林果产业正向品牌化、规模化转

变，林果产业“金字招牌”愈发闪
亮。

做足“以绿带富”文章，需要扩
大林果种植规模。“从首次实施民
生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林果产业
已经连续年被列为科右前旗八大
民生项目之一。已累计投资3000
万元，在抓好上游林果栽植的基础
上，还提升了林果品质和苗木供应
的中下游产业链条。”科右前旗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然介绍说。

从2019年开始，“科右前旗林
果产业发展项目”被人大代表高票
选为当年的民生实事项目，项目总
投资 2000万元，在乌阿一级路和
省际通道沿线打造1万亩林果产业
经济带，政府免费提供苗木，而产
出则全部归当地果农。预计进入
盛果期后，每年可实现 2000万元
的经济价值。同时，聚焦林果品质
价值提升上游产业链，在俄体镇、
大石寨镇等林果栽植大镇，建设3

个保鲜库，可存储3700吨果品，涉
及 90%以上林果面积。通过保鲜
增值、错时上市，增加果农纯收入
140余万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林果
栽植大多选择坡地及山沟，处在冰
雹带上的林果易受冰雹袭击，受灾
后价格从每斤1.2元左右减至每斤
0.15元左右的实际，“科右前旗林果
产业发展配套项目”——建设3000
亩林果防雹网工程摆上日程，目前
已完成项目的9成以上。

“林果苗木培育基地落户俄体
镇，林果产业上下游链条就全部串
起来了，发展林果产业的底气就更
足了。”科右前旗俄体镇镇长刘恒
年说，今年俄体镇投资605万元，实
施以栽植果树为主的生态修复工
程，采用“基地+合作社+庭院经济”
的苗木产业发展模式，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一体化建设，打造
了10万亩林果生态长廊。

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各种业态
不断叠加，让该旗广大农民不再像
以前那样“靠天吃饭”，而是走上了

“农业+旅游”增收致富的道路。如
今，这个旗的俄体镇林白音村、大
石寨镇三星沟果园成了当地网红
景点，2019年累计吸引游客超过5
万人次。“直播带货”也成了村民们
的“必修课”，一机在手就将山村农
畜产品展现在网民面前，林果成熟
季通过直播每斤果子价格可提高
30%至50%。

2020年，该旗继续围绕省际通
道、乌阿一级路、大石寨镇、俄体镇

“两带两区”的布局，积极发展早
熟、中熟品种，继续扶持金口味、恒
佳果业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适度
发展加工品种，增加优质高端特色
果品供应，将实现早中熟与晚熟、
鲜食与加工、食品与美容保健品种
合理搭配，让科右前旗大地一年四
季瓜果飘香。

科右前旗：

林果业“接上联下”吸睛又吸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杭锦后旗融媒体中心 梁耀东
甄燕

这两天，在内蒙古利丰福将食
品有限公司厂区内，满载着番茄的
车辆排起了长队，正在有序进行过
泵、检验、结算，红彤彤的番茄映红
了茄农的笑脸。

双庙镇建正村五组村民杨立
浩赶在最早前来交售番茄，好抓紧
时间装运下一车。他笑着说：“我
种植番茄已经13个年头了，每年都
和利丰公司签订订单，今年签了16
亩订单番茄，今天是卖的头一车，
每吨按440元的保护价销售，1亩
产量七八吨，1亩地能卖到3000多
元，跟玉米、葵花比较能多收入六

七百块钱，种番茄收入还是相当有
保证的。”

为保证农户的效益和出口番
茄的品质，今年利丰福将食品公司
与农户签订了8500亩的番茄种植
订单，并从移栽、田间管理到采收
等各方面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同时
在收购过程中采用早、中、晚三期
阶梯式的价格方式，早期番茄回购
价440元/吨，中期是500元/吨，晚
期是440元/吨，确保了销售秩序和
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目前公司拥有2条生产线，日
处理新鲜番茄180吨，产品主要出
口意大利及非洲、东南亚还有中东
地区。今年开机生产两三天，我们
就接到了来自意大利、约旦、菲律
宾等国家的 5000多吨订单，出口
势头良好。”利丰福将食品公司副

董事长仲家昌说。
走进生产车间，一颗颗番茄经

过清洗修整后通过传送带的运载，
有序地运往成品车间进行热烫打
浆、加热浓缩，工人们正在流水线
上进行番茄酱的灌装。公司从8月
2日开始正式收购番茄，3日开机生
产，采用裂管式高温杀菌的先进生
产技术，将番茄加工成一桶桶品质
优良的番茄酱，进行内销或直接出
口，使河套番茄这一优势特色农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仲家昌自豪地说：“河套地区
位于黄河‘几字湾’上，阳光充足、
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
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使得番
茄红素含量高、色泽口感好，非常
受国外消费者认可，每年公司大约
可以生产番茄酱 8000多吨，出口

量基本保持在 7000多吨，创汇大
约在600多万美元。”

目前，杭锦后旗 3.6 万亩番茄
陆续进入了采摘、交售阶段，各大
番茄加工企业正开足马力，迎接番
茄交售高峰。

为推进番茄产业发展，杭锦
后旗近年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培育引进了屯河、利丰、中河等番
茄酱出口创汇型企业，瞄准国际
市场，积极寻找国际订单，销售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通过产品出口，
加强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极
大地提升了杭锦后旗番茄酱的品
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全旗 3.6
万亩番茄除 20%的番茄酱内销
外，80%番茄制品纷纷远销俄罗
斯、意大利、约旦、迪拜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

杭锦后旗：小番茄托起红色大产业

●近日，巴林右旗2020年夏季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新开工项目共8项，
总投资 9.8 亿元，涉及农牧业、服务
业、社会公益事业等多个领域。

（巴林右旗融媒体中心 胡斯楞）

●为进一步推进实施“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日前镶黄旗举办暑期家庭
教育讲座，传播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
使家长掌握更多的科学教育知识和方
法，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该旗150余
名家长和儿童共同参加了本次讲座。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乔立刚）

●近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恼包
村农牧民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
独唱、诗朗诵、二人台、晋剧等多个节
目以多样的形式传递出农牧民真实的
幸福乡村生活。

（新城区融媒体中心 梁良）

●近日，林西县纪委监委开展“学
习国防知识 增强国防意识”八一主题
党日活动，大家一起上国防教育课，观
看《危“机”—智能手机窃密泄密》警示
教育片，在西山根村党员教育基地学
习，详细了解林西县发展历程和国防
建设发展历程以及林西县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的重
要作用。 （杜俞彭）

●乌拉盖管理区日前联合锡林郭
勒盟民族高级技工学校举办了为期
33天的电焊工技能培训班。本次培
训通过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对40余名转移进城农牧民、企
业在岗职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进行
普通电焊、氩弧焊、二保焊等技术培
训，培训结束后为合格人员颁发职业
资格证书。
（乌拉盖管理区融媒体中心 苗纪晟）

●近日，托县法学会成立暨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
了托县法学会第一届理事会领导机
构。法学会的成立，对于加快建设平
安、和谐、法治托县，具有重要的意
义。 （托县融媒体中心 吕媛）

●近日，杭锦旗2家水产养殖公
司挂上了“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
体系池塘养殖示范基地”牌匾。这2
家水产养殖公司以绿色高效养殖技术
研发，盐碱地改良利用与模式构建为
核心，开展示范养殖5300亩，带动4
个村集体经济及周边渔民30余户发
展水产养殖业，并进一步带动全旗大
宗淡水鱼产业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转
变。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乌仁塔娜）

●今年截至目前，林西县纪委监
委已办结“微腐败”大清扫信访举报案
件52件，结案率100%，收缴违纪所得
16.77万元。同时，今年1至 6月，本
级受理信访举报 35 件，同比下降
36.36%，基层政治生态不断好转，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
强。 （杜俞彭）

●奈曼旗把蒙中药材产业作为种
植业调整的重要方向和农民脱贫致富
的主要路径，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据
了解，“蒙中药材品种选育及优质高产
栽培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共带动当地
农户1370户增产增收。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近年来，阿荣旗老旧小区改造
坚持以便民、利民、为民、安民为立足
点，按照“先民生后提升”的原则，着力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健全
一次改造、长期保持的管理机制，争取
改造一个、接管一个、管好一个，实现
老旧小区的长效管理。到目前总投资
7438万元，受益居民4363户。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李刚）

●近日，杭锦旗总工会举办为期
2天的全旗干部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引导干部职工学会自我调节、情绪
管理、自我悦纳，科学释放心理压力，
提高抗压能力。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木格）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组织
区属各单位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
与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千余人深入包联
共建街道57个社区，开展“除蒿草、清
垃圾、洁环境”主题党日活动。
（赛罕区融媒体中心 赵静 尹艺璇）

海勃湾区
768套棚改回迁房交付居民

本报乌海 8月 13 日电 8 月 10
日，乌海市海勃湾区768户居民领到
了新房钥匙。据了解，这是今年该区
交付首批棚改回迁房。2017年以来，
海勃湾区把棚户区改造作为改善人居
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城市品位
的根本目的。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
该区5个棚改安置区项目6311套安置
住房都已基本建设完成，今年将陆续
交付使用。为推动棚改，用足用好国
家政策，该区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全力保障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同
时，该区以棚改项目建设为牵引，加快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仅让广大
群众搬得进去，更要住得安稳。

（本报融媒体记者 于海东 海
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刘岚 侯海琦 ）

苏尼特左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牌

本报锡林郭勒 8月 13日电 近
日，苏尼特左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在满都拉图镇“非遗”蒙古包展区基地成
立。据了解，该中心将主要承担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
计划；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技术
标准和工作规范；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的挖掘、抢救、研究、保护和整理工作；
跟踪检查重点项目保护的实施情况；具体
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盟级、旗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工作；负责对基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
建立和管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档案资料库信息等。目前，该旗有1个国
家级非遗项目和1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6个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和15名自治区级
非遗传承人、28个盟级非遗项目和31名
盟级非遗传承人、48个旗级非遗项目和
182名旗级非遗传承人，非遗传习所有7
个、传承户有11户。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 夏青）

奈曼旗
多举措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本报通辽8月13日电 今年，奈
曼旗积极探索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措
施，拓宽人才引进渠道，着力破解人才
缺口大、引进难、易流失等现实问题。
到目前，该旗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才引进“双选会”、人才引进网络推
介会等多种形式引进各类人才 162
人；实施“人才回引”计划，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有意返旗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信
息，建立“常态化报名、按需求引进”的
长效机制，现已征集报名120多人；落
实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奈曼旗
蒙中药材产业人才引育计划，一次性
给予科研支持经费30万元拟引进蒙
中药材高层次人才2名。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巴林右旗
第二届大板香瓜节
线上线下火爆

本报赤峰8月 13日电 日前，巴
林右旗第二届大板香瓜节暨线上消费扶
贫农旅文化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采用

“线上+线下”模式，形成线上“直播+电
商”、线下“文旅+地推”的全场景活动矩
阵。除主会场外，活动还在北京市密云
区、赤峰市中心城区、巴林右旗翁根毛都
旅游景区等地设置分会场，共设六大会
场20个直播间。网上直播和网红带货是
本次活动的亮点。据了解，活动当天销
售量就达到了6536份，55万人次在线观
看，实现销售额19.5万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化德县
87名产业发展指导员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乌兰察布8月13日电 今年
以来，化德县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指
导员队伍，从全县农技人员、村组干
部、特聘技术人员中择优选聘了87名
产业指导员，深入全县87个包联村，
对贫困户进行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跟
踪服务，解决当前产业扶贫“最后一公
里”难题。87名产业发展指导员深入
各自包扶村向贫困户宣讲产业扶贫政
策，指导贫困户科学选择产业，帮助贫
困户联系项目落地，对贫困户进行技
术指导。截至目前，共服务指导贫困
户2603户、5987人次，信息卡发放率
和服务指导台账建立率达100%。

（李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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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牧民齐
上阵植树造林。

马儿在蒙古
扁桃林中追逐。

骑骆驼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也为牧民创造不少收入。

44AA级景区通湖草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级景区通湖草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

□本报融媒体记者 相恒义 刘宏章
陈玉文 籍海洋 郭慧 摄影报道

走进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片片披满新
绿的生态绿洲。在该开发区的马兰湖生态建设治理项目区，记者
看到，沙拐枣、花棒、籽蒿等沙生植物郁郁葱葱，在漠风的吹拂下
摇曳生姿，把大漠戈壁装点得格外绚丽多彩。

近年来，该开发区依托国家生态项目，先后多批次实施退牧
还草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三北”防护林工
程，持续加大重点区域绿化和公益林建设力度。截至目前，累计
完成退牧还草289.8万亩、人工造林7万亩、飞播造林20万亩、封
育14.9万亩。随着生态的改善，开发区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草
原植被盖度逐年提升，天更蓝、地更绿、草更美了，也为旅游业奠
定了长足发展的基础。

该开发区依托集中连片的蒙古扁桃花、花棒花、沙拐枣花、冬
青花、马兰花等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沙漠、湖泊等独特的旅游资源，
大力推进休闲、度假、观光、研学等绿色生态旅游，让游客在放松
心情的同时感受腾格里沙漠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浓郁的民族文
化和民俗风情。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农牧民搭乘生
态文明建设“快车”吃上了“生态饭”，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服务业
的农牧民达200多人，人均收入超过5万元。

蓝天蓝天、、白云白云、、黄沙黄沙、、绿草绿草，，犹如天然水墨画一般色彩绚丽犹如天然水墨画一般色彩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