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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婧

金风送爽、乳香荡漾。秋分时节，
我们又一次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全区各地农牧
民载歌载舞庆丰收，各具风味的农家
美食、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令人目不
暇接。此时此刻，我们向广大农牧民
致以节日的祝贺！

今年的丰收节很特别。疫情之
下，粮食安全一再引发关注，人们比以
往更深刻体会到：农业是国家的根基，

重农固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同时，今
年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好“三农三牧”工作刻不容缓。
这一年面对严峻挑战，我区广大农牧工
作者万众一心，坚持疫情防控和农牧业
生产“两手抓”“两不误”，战胜无数困
难，做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奶罐”，终于
迎来丰收的黄金季。硕果累累来之不
易，我们要为辛勤劳作的农牧工作者点
赞，为广大农牧民点赞，感谢他们为粮
食安全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不断赋予“丰收”新的内
涵。今天的“丰收”不再单指“多收三

五斗”的产量追求，人们对丰收的期
盼，更要有特色、品质优、绿色健康，这
些都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品牌强农强牧，
从科尔沁牛肉到兴安盟大米，从乌兰
察布马铃薯到武川莜面……越来越多

“蒙字号”打出了名堂，“内蒙古味道”
香飘万里。接下来还要再接再厉，加
快新农人、新科技与现代农牧业的深
度融合，完善农牧业绿色发展制度体
系，让粮食更丰、农村牧区更美、农牧
民生活更有滋有味，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大丰收！

新时代赋予丰收节更多新内涵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又迎中国农
民丰收节。在这个秫熟稻香、瓜果飘
香的时节，北疆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
景象，农牧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农牧业根基稳，话发展底气足。
今年上半年，我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围绕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农
牧业生产，我区农牧业农村牧区经济
稳中向好，为保供给、稳物价、增信心
发挥了重要作用。

端稳饭碗，确保颗粒归仓
四季轮回，岁稔年丰。阵阵凉爽

的秋风吹来了浓浓的丰收味道，在硕
果累累的田野里，在匆匆忙碌的背影
中，处处是抓生产夺丰收的喜人景象。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宝
泉村，沉甸甸的稻穗“频频点头”，仿
佛要把丰收的喜悦之情传给这块地
的主人、农得利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
殿国。再过几天，眼前这400多亩水
稻就要收获了。

“丰收在望，咱心里踏实了！”徐
殿国乐呵呵地说，“自从成立了合作
社，大家伙儿一起进行集约化经营，
浇地、播种、施肥、收割，一律使用现
代化机械，人力投入比以前少，省时
省力。尤其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落户好力保镇以后，我们走上了现代
农业发展的道路，收入翻了几番。”

粮食生产“稳”字当头，让粮食安
全的底盘更为坚实。今年以来，我区
一如既往运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常
规性举措，又拿出真招实招硬招，指
导各地分区分级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坚决落实粮播面积只增不减要求，确
保颗粒归仓。

——今年及时下达玉米、大豆生
产者补贴等各类资金146亿元，农民
种粮积极性提高，据农情统计，全区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0915万亩，比上
年增加229.5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粮播目标。

——积极开展农业防灾减灾工
作，切实抓好抗旱保春播、防汛救灾和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河套
灌区小麦已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达
12亿斤以上，比去年增加2亿多斤。

——加强秋粮中后期田管和病
虫害防控，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
努力实现抗灾夺丰收。从目前看，我
区粮食丰收已成定局，确保产量稳定
在730亿斤以上。

春华秋实，一年的辛勤耕耘，换
来五谷丰登的喜悦、五彩斑斓的幸
福。放眼内蒙古大地，秋粮收获已经
渐次展开，兴安盟田野稻谷飘香、乌
兰察布市马铃薯个大溜圆、巴彦淖尔
市向日葵籽粒饱满、乌海市葡萄香甜
可口……希望在田间地头生长，喜悦
在粮仓充盈间蔓延。

提质增效，激起绿色律动
丰收的欢歌，离不开绿色律动。
在通辽市科左中旗，生态绿色现

代农业扬帆起航。“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通、渠成系”的高标准农田彻底
颠覆了传统的劳作方式，标准化生产
和质量溯源、智慧种植、生物预警、绿
色防控等农业技术省时增效；

提早定植、提早上市、延长秋后
生长期，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桥
镇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里的“四膜一
布、促早延后”栽培模式，可以提高早
春土壤温度、湿度，增加整体种植效
益，亩均年増收3000元以上；

赤峰市敖汉旗广袤的田野里，坡
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蓄水保
墒的作用明显。7.92万亩水平梯田
实现了“蓄住天上水”，梯田粮食亩产
实现翻番，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我区“三农三牧”欣欣向荣，迸发活
力，提质增效成为贯穿其中的能量带。

把优质产出来。我区实施标准
化生产和农畜产品监管能力提升行
动。截至 2019年底，主推绿色生产
标准和技术规范221项，农作物标准
化面积达到6145.6万亩；深入开展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农畜产品
总体合格率连续 6年保持在 96%以
上，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把绿色亮出来。我区持续推进
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四控”行动，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绿
色防控、统防统治等节本增效技术，
深入开展以浅埋滴灌为主的农业高
效节水工程，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地膜回收工作，加快推动农牧业
绿色发展进程。在57个畜牧大县整
建制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2019
年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9%以上。

把科技用起来。实施科技支撑
行动，强化供种能力，加强技术推广，
2019年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以上，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预计
达到85%。

推进技术创新，强化质量品牌，
推进模式变革……我区努力实现由
量到质的、从弱到强的跨越，一场提
升农牧业发展质量的变革，正在内蒙
古大地上开启新征程。

生态宜居，遇见绿水青山
从兴安盟乌兰浩特机场出发驱车

南行，不到半小时就进入了乌兰哈达
镇洮儿河“水上乐园”。沿步道而行，
亭台楼榭点缀一泓碧水，市民们携妻
带子，漫步山野，怡然自得。高品质的
游玩环境既满足了人们对舒适的定
义，更带来了难觅的“海边”体验。

“这里大变样了，环境美，交通也
方便。从前又乱又脏，可是人人躲着
走的地方。”正在带着孩子游玩的附
近村民辛永平说。

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让这片
“刮风灰尘飞、下雨泥浆流”的废弃沙

坑华丽“转身”。2019年，乌兰哈达镇
依托现有湖塘资源，以低成本开发、
少人工干预的原则对洮儿河的支流
西北湖周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治
理，打造了一个亲水、戏水的水上乐
园。水上乐园的建设，大大改善了沿
湖村庄稻花村的生态环境，为村民提
供了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以
水为媒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
多了一条增收路径。

“生活在农村也挺幸福的。”辛永
平由衷地说。

蜕变的不止是乌兰哈达镇。穿
梭于乡村牧区，到处可见院舍整齐、
道路平坦、羊咩牛哞……我区突出乡
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让农村更像
农村、牧区更像牧区，唱响生态宜居
交响曲。

分类推进厕所革命。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积极稳妥地推进
改厕工作，防止盲目下指标、定任务；
坚持分类指导、试点示范，证明切实可
行后再推开，以“十县百乡千村”示范
行动为引领，按时保质完成一类县、二
类县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按照
“三清一改”工作要求，把握关键时间
节点，动员群众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初步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人员、有
督查的“四有”村庄保洁员制度，干干
净净迎小康。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坚持多规合
一，突出前瞻性、实用性，充分体现农
村牧区特点、突出乡土味道，保留乡村
风貌。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进
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

天蓝、地绿、水清、路畅、景美的
生态宜居环境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我区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
相适宜、生活改善与生态保护相统
一、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相融
合，一幅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五谷丰登的喜悦 五彩斑斓的幸福
——写在我区喜迎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

□本报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贾学良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9
月19日，五原县隆兴昌镇锄禾农业
产业园内彩旗招展、人头攒动，该县
庆丰收迎小康暨第三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在这里隆重举办。

现场，各乡镇精挑细选出来的
各类瓜果蔬菜特色农产品摆满了展
台，各涉农企业也带来了种子、化
肥、地膜等新品种、新技术进行推荐
展示，活动现场农产品琳琅满目，让
人目不暇接。

展示的品种不但有葵花、蜜瓜、
西瓜、辣椒、西红柿、早酥梨、海红子
等传统农产品，还有近年来引种成
功的高油酸花生、鸡心果、苦瓜、西
梅、紫玉米、谷子、水稻、火龙果、蛇
豆、贝贝南瓜、红苹果梨等新品种，
形态各异的特色农产品不时吸引人
们驻足观赏，拍照品尝。

五原是著名的“葵花之乡”，年
种植面积达百万亩，占全国的十分
之一。炒瓜子、打葵花等特色农事
比赛更将活动推向高潮。全县11
个乡镇办事处选出33名农民选手
参加比赛，选手们拿出看家本领，不
时根据火候大小翻炒瓜子，现场弥
漫着瓜子的清香，评委根据炒出瓜
子的味道、色泽、干净程度打分，最
终评出一二三等奖。

现场观看比赛的群众也融入
其中，与选手们交流互动。套海镇
锦绣堂村党支部书记杨根早早地
来到现场，观看炒瓜子比赛。他介
绍说：“今年葵花长势不错，我种了
60亩葵花，亩均产量预计在500斤
以上，只要价格好，就能实现丰产
丰收。”

五原县是传统农业大县。近
年来该县以“天赋河套”品牌为引
领，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围绕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主体、新动
能、新目标“六新”要素，培育引进

“农字号”龙头企业142家，建成各
类农牧业园区 138 个，覆盖全县
78%的行政村、51%的农户，形成
了订单合同、股份合作、土地流转、
务工就业等多元的农企利益联结
模式，带动农户3.8万户，园区内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升。目
前全县建成设施农业9.25万亩，总
产量近8万吨，亩均效益3万元；发
展钢架大拱棚 1.1万亩，亩均纯收
入8000元。

“葵花之乡”
庆丰收

本报锡林郭勒9月21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 实习生 齐戈骐）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锡林郭勒
盟文物保护管理站、镶黄旗文体旅游广
电局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对镶黄旗文
贡乌拉苏木乃仁陶力盖嘎查一处遗址、
一处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
作。通过发掘发现，此遗址为迄今为止
我区发现的、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
规模最大的人类聚落遗址。

乃仁陶力盖遗址发现于1986年镶
黄旗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当时主要
发现遗址南部的鲜卑墓葬群，2019年
在配合风能项目工程的调查中，又发现
了鲜卑墓葬群北部的大型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聚落遗址。

经勘探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
200余座。现发掘房址27座，为圆形、

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内有二层台、柱
洞、圆形地面灶。出土遗物有石制品、
陶器、骨器、动物骨骼及大量石制废
片。同时，发掘鲜卑墓葬17座，墓葬为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桦树皮棺，
出土有陶罐、串珠饰等。

根据乃仁陶力盖遗址出土的文物
初步判断，其年代比裕民文化的四麻沟
遗址要早，晚于或相近裕民遗址。大约
距今8000年左右。鲜卑墓葬群可能为
略早期的拓跋鲜卑遗存。

据悉，此次发现和发掘，进一步开
拓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
早期考古学文化，为研究东北亚地区的
早期文化类型、中国北方生态交错地带
的原始生业形态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下一步，专业人员将对出土文物进行科
学分析研究。

我区在镶黄旗发现新石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赵曦）9
月的珠海，秋高气爽，温暖宜人。9月
21日，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欢乐冰雪
季 亮丽内蒙古”内蒙古冬季文旅宣传
推广活动首站走进有着“百岛之市”“浪
漫之城”称谓的珠海市，标志着我区冬
季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拉开帷幕。

“冬季的内蒙古旅游因文化而更精
彩。”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李晓秋介绍，

“本次冬季文旅宣传推广活动，不仅给
大家推介文旅专线产品，十四冬项目，
还有内蒙古文创和乌兰牧骑路演等产
品，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推介会上，歌曲悠扬、舞姿蹁跹，吹
来草原清爽的风。内蒙古文旅厅，呼伦
贝尔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倾情推介
我区特色文旅产品、文旅精品线路，促
进文旅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并对外地
旅行社推出优惠奖励措施。内蒙古体
育局相关人员就“十四冬”相关赛事、场
馆分布等，给现场嘉宾作了详细介绍，
与现场嘉宾提前分享内蒙古冬日的速

度与激情。
为了让更多游客来内蒙古感受冬

季草原豪情，民俗文化魅力、内蒙古美
食文化，自治区文旅厅还以现场抽奖形
式，抽取含往返机票的内蒙古冬季冰雪
文旅资源考察免费名额4名。

当日，前来参会的珠海市当地旅
行团大约有200余家。内蒙古、澳门、
珠海三地的6家旅行社共同签订合作
协议，将就文旅资源开发、客源护送等
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当地文旅产
业发展。

“感受祖国多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感受南北方文化民俗的特色，是不少游
客的需求。我们想通过内蒙古的冬季
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寻找到更多的合作
机遇。”珠海华美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国内中心总经理晋妮说。

随后几天，内蒙古冬季文旅宣传推
介活动还将走进上海市、北京市，积极
宣传内蒙古冬季文旅资源产品，推进文
旅交流融合。

内蒙古冬季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珠海启动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杨帆）
近日，我区通过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
政府债券发行系统，面向 2018-2020
年自治区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以公开
招标方式发行了第八批自治区政府债
券377.2488亿元。

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130.2488 亿
元，发行期限为30年，发行利率4.07%；

新增专项债券247亿元，发行期限分为
5年、7年、10年、15年、20年、30年，平
均利率为3.64%。

截至本批债券发行完毕，我区今年
已发行新增债券989.2488亿元，提前完
成2020年中央下达的全部新增额度任
务；发行再融资债券524.434亿元，完成
全年发行额度的67.14%。

我区发行第八批政府债券377亿元

9月21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参加“丰收入仓”趣味运动比赛。当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实验幼儿
园举办“金秋娃娃乐丰收”主题活动，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参加“打油葵”“丰收入仓”等项目的趣味比赛，从中认识各种农作
物，了解农耕生产知识，体验丰收晒秋的快乐，喜迎“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金秋娃娃乐丰收

本报鄂尔多斯9月21日电 （记
者 额尔敦 实习生 杨悦恒）金秋
送爽、五谷飘香。9月19日，由中共伊
金霍洛旗委员会、伊金霍洛旗人民政
府主办，伊金霍洛旗农牧局、推进现代
服务业发展中心、乌兰木伦镇承办，伊
金霍洛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古光亚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伊金霍洛旗圣圆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协办的“庆丰收 迎小康”伊金
霍洛旗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消费
扶贫助农增收现场销售活动在鄂尔多

斯市乌兰木伦镇哈沙图村开幕。
早上10点，本次活动在“舞龙舞

狮庆丰收”歌舞声中拉开序幕。有关
领导为全旗涌现出的种养殖大户颁发

“致富带头人”奖牌，希望他们再接再
厉，继续带领广大农牧民共同致富。
在活动现场，伊金霍洛旗七个镇将各
自出产的蔬菜、农作物、豆制品、奶制
品、肉制品等特色农副产品进行了集
中展示销售，乡俗非遗馆也将奶酒制
作、剪纸、雕刻、泥塑、手工艺品制作搬
到了现场，吸引了大批农牧民和游客

驻足观看和参与。
现场还设置了“脱贫攻坚”、乡村

“第一书记”摄影展、“消费扶贫助农增
收”农牧丰收集市、“乡村好屠家”比赛、
一镇一道“大锅菜”、义诊、义剪、政策咨
询、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等特色活动。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充分展示伊金霍
洛旗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农牧民风采，也为广大农牧民提供了丰
富多彩惠民服务，同时，精彩的文艺演
出和别开生面的农牧民趣味运动会，更
增添了整场活动的趣味性和娱乐性。

伊金霍洛旗举行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消费扶贫助农增收活动

■上接第1版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

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黄志强表示，
保护好内蒙古的生态，是党中央赋予
内蒙古的重大使命，是义不容辞的历
史责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白雅婷
在致辞中提到：当前人类仍然面对自
然环境恶化、土地退化等问题。CO-
VID-19 的爆发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
生活工作方式和自然的关系。呼吁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应该携起手来，
共同应对。

峰会发布了2020最具生态竞争力
城市名单，鄂尔多斯、泰安、赣州、张家
界、宜昌等城市榜上有名。此外，峰会
还举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城
镇可持续发展论坛，新科技、新文旅、新
业态论坛，内蒙古绿色产业洽谈会3个
平行论坛活动。

据悉，本届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国际生态
竞争力峰会自2008年起已成功举办8
届，已成为生态领域高层对话与务实合
作的重要平台。

2020年（第九届）中国国际生态
竞争力峰会在呼伦贝尔市举办

■上接第1版 “三公”经费增减变化
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解释说明，同时
公开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
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四是信息查
询更便捷，今年自治区财政厅自行开发

上线财政预决算公开监管平台，实现了
全区预决算的集中公开和统一监管。
2019 年度财政决算首次在新平台公
开，切实提高了财政工作透明度，保障
了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自治区2019年度本级财政决算全面公开

■上接第1版 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
上相互尊重，做到“导”之有方、“导”之
有力、“导”之有效，积极引导信教群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

任何事物总是利弊交织，宗教也是
如此，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当今世界，宗教问题处理得好与不好，
仍然是检验一个国家能否有效维护社
会稳定的试金石。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是调动积极因
素、抑制消极因素的过程。要因势利
导、趋利避害，引导宗教和宗教界人士
努力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
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奉法者强则国强”。宗教信仰自
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

项基本政策。充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
仰自由，关键在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一方面，要不断改进管理方式，保护广
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引导广大信教群
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
增强他们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要对“打着
宗教幌子”的不端乃至极端行为予以依
法打击，坚决与宗教极端思想作斗争，
维护宗教和谐、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信仰的本质是正行。”我们坚信，
只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能
够推动宗教工作同国家发展相适应、同
人民愿望相适应、同时代精神相适应，
不断开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新局面，画
出最大同心圆，共筑伟大中国梦。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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