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通常每天10点左右我们就会来巡湖，骑
马骑摩托的都有，绕湖走一圈，把垃圾清理掉，
旅游旺季还要劝说游客正确投放垃圾，巡湖一
周大约要2个小时。”在泛白的巴音淖尔湖边，看
着水天一色的美景，身穿湖长红色专属马甲的
阿拉腾苏娃迪在马背上向记者介绍道。阿拉腾
苏娃迪今年65岁，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
一名普通牧民。

巴音淖尔汉语意为富裕的湖，位于图克镇，
水域面积6.15平方公里。巴音淖尔湖主要补给
水源来自湖滨渗流，地表水形成有限，蒸发量
大，所以水源对于巴音淖尔最为珍贵，这既是牧
民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牲畜重要的饮水之源，
也是候鸟栖息迁徙的家园。

“巴音淖尔湖是一个碱水湖，湖水退却的
地方留下白花花的碱滩，远看有点茶卡盐湖
的感觉，所以慕名前来的游客很多，旅游旺

季每天都有十几辆旅游大巴。有些人不知道
爱护环境，岸边的垃圾越来越多，一些牛羊
吃了塑料最后都死了。”阿拉腾苏娃迪说，

“我们 10 户牧户商量好要保护巴音淖尔湖，
每天都有几人结伴巡湖，查看湖泊有没有遭
到破坏，查看候鸟栖息迁徙情况，边走边清
理垃圾。”

2018年，乌审旗全面实施河湖长制，阿拉
腾苏娃迪第一时间加入乌审旗图克镇达汉庙嘎
查组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马背巡湖志愿服务
队，挑起保护河湖的重担，成为牧民口中的“马
背湖长”。

巴音淖尔湖周边有13个泉眼，其中达喀喀
奇泉是当地牧民心目中的“神泉”，相传巴音淖
尔的水由此而来。如何保护这份大自然的馈
赠，用阿拉腾苏娃迪的话说就是“这么美丽的
草原，这么宝贵的水源，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阿拉腾苏娃迪有一本特别的巡湖“秘籍”，
这就是图克镇为湖长们制定的巡湖“七步法”，
一按时、二看水、三查牌、四巡河、五访民、六落

实、七记录，做到巡查全覆盖。每当遇到候鸟受
伤，或是有游客不配合湖区管理等情况发生，阿
拉腾苏娃迪都会一一记录下来，及时上报，协助
处理。

据鄂尔多斯市河长办副主任邱伟介绍，乌
审旗有民间河湖长74人，民间河湖长负责监督
群众爱河护河，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河长
办。现在全市范围内民间护河团体有“河小二”

“河小青”“小河警”等，形成了全民爱河护河惜
水节水的氛围。

近年来，乌审旗持续推动河湖长制工作由
“见制度、见河长”向“见行动、见实效”转变，全
旗水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图景逐渐显现。现在的巴音淖尔湖水质一天
比一天清澈，成了鄂尔多斯市著名的网红景区，
每年吸引游客15万人次。

今年10月，由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
联共同举办的“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中，阿
拉腾苏娃迪荣获“民间河湖卫士”称号，是我区
唯一获此殊荣的民间湖长。

马背上的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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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于颖

天气渐冷，呼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依然热闹。一罐罐蜂蜜经
过多道工序酿制下线，进行包装、运输。这一
罐罐蜂蜜，不仅甜蜜了人们的生活，还隐藏着
当地群众的增收“蜜码”。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扎兰河农场生态环境
优良、物产资源丰富，是全国百家无公害农产
品示范基地农场之一。当地已有20多年养蜂

历史，每到盛夏时节，山中盛开近百种花，是天
然的蜜源产地。

随着养蜂经验的积累，农场养蜂大户鲁树
泉自创了“无巢础、无铁线”天然成熟蜜，还带
领当地群众注册成立了林泉蜜蜂养殖合作社，
形成“养蜂户+养殖合作社+成熟蜜加工厂”的
产业模式。

“自从加入了合作社，再也没为卖蜜发过
愁。入社后每斤蜂蜜价格提高了近3元，我养
了100箱蜂，能产4000斤蜜。”合作社养蜂户
孙万江说，合作社为养蜂户提供技术培训、指

导和所需器具，实行原料统一购进、产品统一
收售，提高了组织化程度，扎兰河农场所产的
蜂蜜实现质优价优。

截至2019年底，扎兰河农场已有养蜂户
45户，养殖蜜蜂2000箱，年产蜂蜜60多吨。
经中国农科院蜂蜜研究所检验，扎兰河农场产
出的百花蜜符合成熟蜜标准，是北方地区高等
级蜂蜜。

蜜蜂养得好，但产业链却不够长。为把蜜
蜂产业做大做强，农垦集团积极申请项目建设，
2018年末，全国首家蜂蜜扶贫产业项目——呼

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限责任公司落户扎兰
河农场，项目总投资 1198万元，引进国内最
先进的压榨式生产线，采用纯物理方法压榨
成熟蜜。

“那会儿蜂蜜加工厂还没建设完呢，我就
拿到了采集成熟蜜的定金6.4万元。养蜂近
20年，还是头一次挣这么多钱，蜂蜜带来甜日
子啦。我一定按照协议，保质保量把成熟蜜交
到厂子。”提起与公司签订的蜂蜜订单，养蜂大
户鲁晓明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今年10月，呼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开工试运行。目前，已经生产了
12吨苕条蜜和椴树蜜，还有2吨左右的百花蜜
正在加工生产中。下一步，公司将与中国农科
院蜂蜜研究所合作，生产开发创意巢蜜、速溶
花粉饮料、蜂蜜果醋、蜂蜜口红、蜂蜜手工皂等
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扎兰河农场正在探索公管公养、
私管私养等养殖模式，计划成立农场专职养
蜂部门，对农场在职人员进行养蜂知识培
训，带动职工加入养蜂队伍，不断扩大蜜源
基地建设。

扎兰河农场的增收“蜜码”

冷风瑟瑟，正是大棚蔬菜大显身手的
时节。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
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韩广军承包了两栋
高标准智能大棚，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
料，头茬黄瓜迎来采摘旺季。

“去年种了一棚西红柿，挣了6万多块
钱，今年就多包了一个棚！种苗、技术都
由鲜农现代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种
出来的蔬菜还保价回收，我每天忙乎得心
里可踏实了！”

林原村发展蔬菜产业已有20年之久，
这里50%的土地用来种植露天蔬菜，青菜、
甘蓝、茄子等蔬菜远销京津冀。去年，该村
引进鲜农现代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打算
走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发展路子。

“公司通过企业承建、农民承租的方
式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从技术
到销售全程标准化操作。目前，我们在林
原村已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 388栋，预计
每亩土地年收益能达到3万至5万元。”鲜
农现代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磊
介绍道。

大棚蔬菜显身手大棚蔬菜显身手

□本报记者 李晗 实习生 郭贺

这几天，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达康万亩
设施农业产业园区一派繁忙，西红柿大丰收，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

“一个棚能种2200棵西红柿秧，每个秧上
是6门果，一个果最少4两，一棵秧就能挣20
块钱！”正在园区内采摘最后一茬西红柿的王
华夫妇一边忙，一边算着自家收入账，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十二吐乡的西红柿色泽温润、大小匀称，
以皮薄、肉厚、沙瓤、口感好而著称，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不远处的分拣中心，
刚采摘来的西红柿堆了一地，十多名工人手脚
麻利地分拣装箱，装箱后的西红柿将通过专车
销往上海、北京、山东等地。

“今年西红柿产量高，亩产能达到1.5万
斤，按照当前收购价计算，每亩收益最低在3
万元左右，十分可观！”十二吐乡副乡长林成虎
信心十足地说。

近年来，十二吐乡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
育凸显地域特色农业品牌，形成万亩设施农业
产业园区，使当地百姓搭上了致富快车，极大
地激发了农业增产增效潜能，让村民个个有活
干、家家有奔头，村子、村民的面貌双双提升，
走出了一条“柿”不可挡的小康路。

“亩收益最低3万元”
装箱装箱。。 查看茄子长势查看茄子长势。。

吊蔓吊蔓。。

发货发货。。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袁溪）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动
物卫生监督所举办全区动物标识追溯体
系建设及动物检疫等工作培训班，来自9
个盟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和业
务骨干130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动物检疫等相关工作要求、农业农村
部牲畜管理APP操作应用、动物卫生监督
与应急处置要点概述等。此次培训为全
区防疫监督工作做了技术技能储备。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今年，内蒙古梅
兰竹菊景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巴仁宝勒格村合作
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共同发展。公司与合作社引
进适合当地的品种，在巴仁宝勒格村种植
23亩黄白菊、金丝皇菊，按照市场价每亩3
到5万元计算，预计纯收入达60多万元。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农科院获悉，近日，有关专家对
我区成果转化项目“内蒙古西部艺机一体丰
产高效轻简化植棉综合栽培技术示范与应
用”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据了解，自治区农科院在阿拉善盟阿
左旗吉兰泰镇开展该项目，专家组按照西
北内陆棉区（新疆）棉花高产测产验收办
法，对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经测产，
项目植棉技术籽棉亩产可达416.88公斤，
比传统植棉技术亩增产28.27%以上，丰产
效果显著。同时节水节肥节本均在20%以
上，能够很好地应对当地干旱缺水和长期
连作带来的潜在风险，项目技术可大面积
推广应用。

近年来，自治区农科院与当地相关机
构紧密合作，加强技术储备和成果转化力
度，结合项目持续推广棉花新品种、新技
术，有效带动了棉花产业稳步健康发展。
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了优质棉花新品种、
棉花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缩节胺化
学调控技术、化学打顶技术、脱叶催熟技
术、轻简化栽培技术、棉花机械化采收技术
等核心技术的示范成效。

内蒙古西部

艺机一体轻简化
植棉栽培技术丰产明显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日，在北
京举办的2020消费扶贫·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产销对接会上，兴安盟5旗县市29
家企业的2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进京参
展，是我区参展产品数量最多的盟市。
据悉，单日意向购买金额达263万元，实
现线下销售额7万余元，最终意向销售额
达3000余万元。本次进京展销有效提
升了兴安盟扶贫产品的知名度，优质农
副产品销量大幅增长，推进了线上线下
一体式销售，与农户建立起了更加紧密
的利益联接机制。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日，“节水
内蒙古 我们在行动”寻找校园最美宣传
节水小先锋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第
四小学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旨在向广大
中小学生宣传节约用水环保理念，树立
节约用水环保意识。活动组织学生开展
对水的认知，包括水的采集、水的检测、
认知水系生态等，同时开展了校园有奖
征文、校园有奖征集漫画、微信线上节水
知识答题等活动。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袁溪）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农业技
术推广站邀请国内大豆专家，对兴安盟扎
赉特旗音德尔镇五家户村大豆大垄密植浅
埋滴灌栽培技术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

此次测产实收面积 1.32亩，籽粒总重
量每亩285.67公斤，田间损失每亩26.4公
斤，平均亩产达到310.51公斤，再次刷新东
北地区大豆高产纪录，比2019年高产记录
309.3公斤高出1.2公斤。

据了解，该项技术将大垄密植和浅埋
滴灌进行了有机结合，既解决了东北地区
春季干旱、抓苗难等问题，也解决了目前国
产大豆单产低而不稳、比较效益差的问
题。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栽培技术
2020 年被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列
为重点技术，在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大豆
主产区开展试验示范，目前在兴安盟推广
面积近10万亩。

我区

成功推广大豆大垄密植
浅埋滴灌栽培技术

风生水起的蜂蜜产业，让扎兰河农场赢
得了“甜蜜农场、芳香小镇”之美誉。扎兰河
农场的“甜蜜事业”拉动了从养殖、加工到销
售的产业链升级，供需两端都激发出新的增
长点。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扎兰河农场的蜜蜂
养殖产业快速发展，最大的优势还是优越的

自然资源为蜜蜂生长、繁殖及采蜜等提供了
有利条件，经中国农科院蜂蜜研究所检验，扎
兰河农场产出的百花蜜符合成熟蜜标准，是
北方地区高等级蜂蜜。目前，扎兰河农场生
产的蜂蜜每斤卖到 30 多元，年产蜂蜜 60 多
吨。

蜂蜜被誉为“平民燕窝”，随着消费升级

和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蜂蜜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对于蜜蜂产业的发展，扎兰河农场
的定位是“走高端、上档次”，从精、深、细着
手。从建设首家蜂蜜扶贫产业基地，实现全产
业链发展到探索生产创意系列蜂产品提高附
加值，依托呼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地缘优势，扎兰河农场全力打造成熟蜜基

地。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蜜源蜂业有限责

任公司还计划采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对蜂产
品开展质量可追溯，实现蜂产品布局、生产、
销售、流通、溯源等过程的全程数字化和智能
化监管，实现蜂产品从“花海到餐桌”的全程
监控。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晗）记者
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包头市土
右旗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消费扶贫。截至目
前，已带动 480 多户贫困群众户均增收
1000多元。

根据贫困群众产业发展实际，该旗制
定《土右旗 2020 年消费扶贫实施方案》，
确定了“五进”对接承销、龙头企业带销、
宣传推介展销、商场超市直销、电子商务
营销、网红带货推销、基地认领订销、旅游
带动促销、帮扶单位助销、党员干部购销
等“十销”消费扶贫措施，搭建供需多向对
接平台，建立与贫困户长期稳定的产销关
系。通过消费，有效解决带贫益贫企业、
贫困户农产品的滞销卖难问题，实现了农
牧业增效、贫困群众增收。

土右旗

“十销”带动贫困群众
户均增收逾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