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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5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常能嘉）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
悉，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植保部门围绕“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
针，开展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通过监测
调查及时发布病虫情报，为全旗农业发展保
驾护航。

达拉特旗常发草地螟、粘虫、地下害虫
等农作物害虫，常发玉米大小斑病、马铃薯
晚疫病、小麦锈病等病害。目前，该旗运行
闪讯性诱实时监测、马铃薯晚疫病监测仪、
佳多频振式光感应杀虫灯、高空虫情测报灯
等设备，通过虫情设备的诱集量，结合田间
调查对病虫害进行全程监测预报，为农牧民
科学防治提供有力依据。

近两年，该旗共发布长期预测预报 2
期，短期病虫害情报60多期，并不定期进村
入户为农牧民提供服务与技术指导。与此
同时，植保人员还将绿色植保理念融入到生
产实践中，主要推广应用黄板、蓝板、灯诱、
性诱技术和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及生物农
药技术进行病虫害防治，每年辐射带动绿色
防控面积约80万亩次。

达拉特旗

病虫害监测预警
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突出强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撬动作用，创
新资金监管使用方式，实现了资金管理与巩
固脱贫成效双赢的目的。

为切实使扶贫资金惠及贫困人口，该旗
将所有资金安排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与贫
困户利益相联接，项目实施与脱贫成效紧密
挂钩。2016年至 2020年资产收益类项目
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9489.55万元，建
设了68个扶贫产业项目基地，把全旗2347
户443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帮扶
范围。同时，为规范高效管理使用扶贫资
金，杭锦后旗制定了《杭锦后旗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监督检查办法》，今年多次组织相关
部门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督查，进一步
规范扶贫资金的精准使用。

杭锦后旗

5年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9489.55万元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赤峰市巴林右旗
西拉沐沦苏木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
效采集土样工作近日开始。

据介绍，采样工作设定 1万亩为一个
点，全苏木 20 个嘎查村分别设定 40 个
点。采样的同时，还调查每个采样地块
的立地条件、土壤情况、施肥管理水平和
生产能力。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
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
料的基础上，选择出氮、磷、钾及中微量
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
用方法。自 2016 年以来，该苏木持续推
进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化肥年使用量连
续 4年负增长。明年，西拉沐沦苏木将继
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按照“增产施
肥、经济施肥、环保施肥”要求，通过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措施，逐步改正过量、不合
理施肥现象，提高作物产量、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巴林右旗

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目前，我区跨盟
市黄河水权转让节水改造一期工程已建成，
1.2亿立方米转让水指标已全部配置，二三
期水权转让和水权交易工作正在全力推
进。通过水权转让，我区引黄耗水量逐年下
降，灌溉用水效率大幅度提高，农业灌溉比
例由最初的93%下降到86%，用水结构更
为合理。沿黄灌区农业灌溉条件得到改善，
农作物产量同比增加，农民收入增加。

□本报记者 石向军 实习生 赵丹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王窑湾村，是
市气象局结对帮扶点。为了做好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工作，气象局选派谢金民和孔祥晨分别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不到一年
时间，这哥俩成了最佳“扶贫气象搭档”，用他们
的实际行动温暖着村里的每一个人。

郝候梅，因为丈夫去世、女儿上学等原因，
成为王窑湾村唯一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在易地搬迁扶贫政策下，郝候梅一家住上了
新房子，但由于经济困难没能做外墙保温。经
过“扶贫气象搭档”多方争取，包联单位出资为
郝候梅家做了保温外墙。

刘润刚是王窑湾村八队村民，因意外导致左
腿伤残，但他身残志坚，靠养牲口日子过得不
错。有天孔祥晨发现刘润刚有心事，一问才知道
他养的牲口没个棚圈，稍不留神牲口就跑进别人
地里祸害庄稼，他腿脚不利索也没办法去追赶。

孔祥晨跑到旗残联了解了扶贫助残政策
后，连夜加班帮刘润刚整理申报材料。没过多
久，建设牲畜棚圈的 3万元补贴就到了刘润刚
的账上。

驻村以来，这对“扶贫气象搭档”几乎天天
用脚步丈量着王窑湾村的每一寸土地。老党
员、贫困户家要走访，温室大棚、种养殖户要考
察，光是调研报告他俩就写了好几份。谢金民
腰间盘有病，孔祥晨的腿做完手术不久，从旗里
去村里交通不便，开车要3个多小时路程，两个
人一路要休息多次才能赶到村里，但他们从没
有耽误过工作。

王窑湾村主要生产经营种养殖业、农副产
品销售等。他俩在前期调研考察的基础上，引
进现代生物养殖技术，聘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
召集村民培训学习。村民刘忠平是最先使用无
抗养殖技术的养殖大户，使用纯植物提取为核
心配方的无抗饲料，猪肉质量明显改善，收入也
大大增加，村民倍受鼓舞。看到村民日子好了，
心气高了，这对“扶贫气象搭档”很欣慰。

王窑湾村
有对“扶贫气象搭档”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袁溪）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2020年，乌兰察布
市凉城县切实加强对农牧业机耕机收工作
指导和监管，全年农牧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明
显提升。全年完成机耕面积79.4万亩、机播
面积77.3万亩、机收面积53.7万亩，耕、播、
收机械化水平分别达 86.54%、84.54%、
53.89%，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6.67%。同
时，完成机械化深松面积2万亩。

本报11月 15日讯 （记者 袁溪）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进一步优化白绒
山羊种群结构、提升白绒山羊养殖水平，阿
拉善盟畜牧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近日赴盟
铭远白绒山羊种业公司进行种羊分群和秋
季疫苗接种工作，严格挑选淘汰了部分种公
羊，对种母羊根据母羊年龄和体况分为6组
进行秋季疫苗接种。据介绍，种羊分群有利
于养殖基地追溯体系的建设，为更加合理化
养殖奠定了基础。

□施佳丽

编筐编篓，重在收口。答好这张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卷”，不仅需要我
们一鼓作气、乘势而上，高质量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更要有效衔接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推动脱贫摘帽地区走向
全面振兴、共同富裕。

定点扶贫是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
关键举措。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在帮扶察右中旗大滩乡土城子村
的过程中，深入包抓村，认真走访调
研，刨清底子，掌握实情，准确分类，

针对不同类别制定科学务实的帮扶
举措。饮用水水质浑浊，那就及时
打井，让大家喝上了干净安全的饮
用水；洗澡没有热水，那就免费安装
空气源热力泵，并承担运行费用；没
有扶贫产业，那就因地制宜成立农
牧业合作社……

帮 扶 就 要 用 情 用 心 用 力 ，念 好
“帮字诀”。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用“放大镜”瞄准贫困地区的增收
需求，以“听诊器”诊断对口帮扶点，
拿“望远镜”遥望可持续发展点，可
谓是真正帮到了贫困地区百姓的心
坎上。

用心用情用力
念好“帮字诀”

□郭建广

每天清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大滩乡土
城子村村民刘强都会在村子里溜达一圈。

“前几年出去打工，再回来发现变化真大！”
刘强掰着手指头数着村里的几个大变化，“你
看，这路灯亮盈盈的，自来水清凌凌的，洗澡还
有空气源热力泵，我们土城子村也变洋气了！”

察右中旗地处阴山北麓，常年干旱少雨，
自然条件较差，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恶劣的
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土城子村曾经是
出了名的穷村。

短短几年，土城子村就变了。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了，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幸福感也增
强了……在这场蝶变中，作为农村金融主力
军、地方金融排头兵、普惠金融引领者，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7月1日，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肩负重托，在土城子村开展定点帮扶，吹响
了脱贫攻坚的号角，并下定了决心“凝心聚力，
全力攻坚”。

用真心扶真贫，用真情扶真困。从走访贫
困户开始，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驻村的扶
贫干部们逐村、逐户深入调查摸底，根据实际
情况，坚持“扶贫扶志、扶智扶能”原则，对贫困
户分类、分批、分措施进行帮扶。对有强烈脱
贫愿望且具备一定劳动技能的贫困户集中力

量优先扶持，让这一部分贫困户率先脱贫致
富；对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积极性的，进行教育
引导，使贫困户把动力变为活力；对无劳动能
力，因残疾、疾病致贫的，纳入社会民政救济体
系进行兜底扶贫。

“要想将扶贫工作开展好，首先要取得帮扶
对象的信任。”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摸底调查中，当得知大部分老人都有一
个愿望——拍一张彩色照片后，自治区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为170名村民实现了心愿，并将照
片装裱。当看到村民们种植的无公害大豆因
交通不便利面临销售难题时，驻村干部自费开
车往返于呼市与大滩乡之间，主动帮助村民打
开销售渠道。村民反映村里没有路灯，晚上出

行不便、不安全，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立
即为土城子村安装了100多盏路灯。了解到
村里的土地适合种黑麦，他们免费提供黑麦种
子1万多斤，推广种植800多亩，让农户人均
增收近千元……正是这一件件暖心的事，让他
们和村民的心越来越近。

稳定脱贫，产业造血必不可少。2019年
12月，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研究
决定，由驻村干部牵头发展村集体经济，成立
内蒙古大金滩农牧业合作社。合作社承包了大
滩乡建起的粮油加工厂，选用村民自己种植的
莜麦、小麦、胡麻等绿色农作物，加工制造成传
统醋、胡麻油、菜籽油、莜麦面，现所有成品均已
通过质检部门的验收。

在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的倡议
下，全区93家旗县级农信机构积极响应，开展

“爱心扶贫”工程，消费扶贫资金已达700多万
元。在产业发展中，他们还为贫困户提供“前期
培育、中期指导、后期销售”的一条龙综合服务，
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提振了农牧民靠发
展特色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信心。截至目前，
内蒙古大金滩农牧业合作社共带动255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542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换个思路，就有出路。土城子村虽还是那
片土地，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今年9月
底，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实现全部脱贫。

“家门口就能挣钱，种地收成也好，越来越
多出去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刘强笑着说。

土城子村变洋气了

□本报记者 石向军
韩雪茹 摄影报道

“今年是我第12年种鲜食
玉米，算是忠实的种植户了。为
啥坚持种？能挣钱呗。”呼和浩
特市土左旗鲜食玉米种植大户
李凯笑着说。

初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
的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种
植鲜食玉米总结交流会正在进
行。十几位农户代表一边细数
着今年的收成，一边向技术人员
咨询来年的种植规划。李凯就
是其中一员。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是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也是自治区扶贫龙
头企业。公司与农民签订种植
订单，还为农民产前提供种子、
产中技术指导、产后包销产品，
是我区目前规模较大的鲜食玉
米加工企业之一。也可以说，鲜
食玉米的“忠实种植户”越来越

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
“你看，这是今年我们投资

建设的库容量达5万立方米的
冷库，分为保鲜库、速冻库、低温
库等功能区，是目前呼和浩特地
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冷库。”公司
副总经理要文志指着即将建成
的冷库介绍说，“投入使用后，它
将有效提升鲜食玉米的储存能
力，我们就能继续扩大种植基地
面积，吸纳更多农户参与到产业
链中。”

据了解，该公司种植基地已
辐射四子王旗、卓资县、和林县、
武川县、固阳县等多个旗县，年
种植鲜食玉米 2800 万斤，300
多户农民受益。

““我是鲜食玉米的忠实种植户我是鲜食玉米的忠实种植户””

□本报记者 李晗

初冬时节，万物萧瑟。但赤峰市巴林左旗
哈拉哈达镇却是另一番繁忙景象：农民们正忙
着运输采摘下来的笤帚苗，隆盛笤帚工艺坊内
村民们正加班加点绑扎笤帚……

“今年本地原苗价格达到8.8元/公斤，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按户均种植30亩计算，仅卖原
苗一项，毛收入就能达到3万元以上。”哈拉哈
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春光介绍说。

笤帚苗产业是巴林左旗传统产业。多年
来，由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农民收益一直不
高。如何让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成为摆在
全旗面前的一道难题。

融合党建带来了新思路。巴林左旗立足笤
帚苗产业发展现状，成立党建引领笤帚苗产业
发展共同体，将涉及笤帚苗产业发展的农牧业、

水利等20多个职能部门党组织纳入党建联合
体，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将涉及制定规划、政
策支持、技术指导、教育培训、产品研发等内容
全部纳入党建联合体职责范围。

妇联党支部组织培训工人、信用联社党
委提供资金支持、供销社党支部帮着扩大销
路……加入党建联合体的各部门统筹资源，一
起扶持笤帚苗产业链健康发展。

“以前我们只会种地卖苗，大多靠天吃饭，
有时候收购客商还故意打压价格，一年到头，去
了成本赚不到多少钱。现在好了，不仅原苗卖
上了好价钱，农闲时去合作社绑扎笤帚又能赚
不少钱。旗妇联经常来我们村搞技能培训，加
工厂里好多笤帚制品都是我绑扎的。”在合作社
里，村民高树东熟练地一边绑扎笤帚一边指着
制作好的成品给记者看。

以做实党建联合体为重点，巴林左旗深化
融合实效，紧紧围绕全旗笤帚苗产业“一带三

区”建设布局，突出“强龙头、减成本、推销售、搞
研发、挖文化”，巩固特色笤帚种植35万亩。在
党建联合体的带动下，将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种
植户等生产经营主体吸收到产业化联合体，实
现由单一发展向合作互利转变，探索以联合社
或联合体方式建立笤帚加工厂良性运行机制，
畅通种、产、贮、销各环节，有效提高区域生产能
力和效率。

截至目前，全旗共建设规模以上笤帚苗加工
厂85家，年产原苗7000万斤，仓储能力5200万
斤，产值10亿元，年绑扎达8000万把件。

“把小笤帚做成致富的大产业，这个党建联
合体不一般哪！”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未来笤帚苗产业发展还大有可为，我们将
继续发挥好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扩大
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条，力争今年底产值达到
12亿元，绑扎1亿把件以上，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巴林左旗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树友说。

笤帚苗成致富产业，党建联合体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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