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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掀起春潮。我区坚定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政治责任，采取“点源、面源、内源治理+生
态补水”和“两节、两补、两恢复”手段，打响了

“明珠保卫战”。
岱海属于封闭型内陆湖，如果没有充足的

外源补给，将很快面临干涸的危险。唯有对岱
海进行生态应急补水，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岱
海。2020 年，自治区重点工程——岱海生态应
急补水工程实施，总投资 28.24 亿元，线路全长
约 131.57 公里，属于跨流域生态补水工程，自

黄河干流取水向岱海补水，实现遏制岱海湖面
面积急剧萎缩和改善湖水水质的目标，带动地
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工程实施后，岱海昔日

“鸿鹜成群，风涛大作，浪高丈余，若林立，若云
重”的美景将重现。

岱海生态环境好了，周边老百姓的生活也
随之改善。不少人端起了旅游金饭碗，从经营
民宿到水果采摘再到休闲游、养生游⋯⋯一个
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
农村不断涌现出来。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无风的天气，岱海如同一面镜子。乘船行
驶在海面上，对岸的山与树显得越来越小，湖
面上盘旋着一只只水鸟。

2001 年 11 月，岱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晋升
为自治区级保护区。岱海位于阴山山脉中段
蛮汗山南部，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水质较好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
年）的湖泊。截至 2019 年 9 月，岱海面积达到
54.8 平方公里，是我区第三大内陆湖。

然而，曾几何时，美丽的岱海因气候和人

类活动等原因水量减少、水质变差。如何尽快
恢复岱海生态，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乌兰察布市与 11 个旗（县、市、区）签订
“军令状”，打响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态补
水、河道疏浚、生态恢复、水质恢复等六大战
役。2020 年初，乌兰察布市推动岱海治理工
作向“四控、三处理”为主的岱海流域一体化综
合治理转变，严格控水、控肥、控药、控膜，加强
畜禽粪污、城乡垃圾、城乡污水处理，从“一湖
之治”向“流域之治”拓展。

据悉，岱海水生态保护规划共设置项目
24 项，2019 年已完成 15 项，剩余 9 项正加速
推进。经过治理，岱海流域农业年节约地下水

约 2415 万立方米；岱海电厂年停取湖水 959
万立方米，节约地下水 160 万立方米；入湖河
道疏浚后，正常年份可增加地表径流量 300 万
立方米左右。

岱海属封闭型内陆湖，如果没有充足的外
源补给，将面临干涸的危险。与乌梁素海补水
依靠黄河“脐带”直供方式不同，流域外的岱海
需要通过“输血”方式得到母亲河的“生命救
助”。今年 5 月 16 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
开工建设，“九曲黄河润岱海”之梦即将实现。

在施工现场，黄河设计院岱海生态应急补
水工程 EPC 项目副经理王耀军介绍道，工程
自黄河干流托克托县头道拐与清水河县喇嘛

湾之间左岸取水，输水线路长 130 余千米，年
最大补水量 4466 万立方米。“工程完工后，按
照统一调度，在丰水年份实施跨流域调水，可
遏制岱海急剧萎缩的局面。”黄河设计院生态
院副院长高小涛说。

实施生态补水后，水文、水质情况如何？
水生生物有何变化？持续补水的生态效果如
何评估？自 2019 年起，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江河治理试验中心就对乌梁素海、岱海开展了
持续监测评估研究。截至目前，研究团队已完
成野外调查监测 7 次，并通过分析初步提出

“两海”生态修复技术和措施，同时综合评估生
态补水效果。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

恩慧说：“通过科学研究，摸清‘两海’水生生物
物种的习性，突破面源和内源污染治理关键技
术，综合施策、系统治理，是我们在‘两海’治理
保护中应尽的职责。”

对于岱海的变化，湖区附近的凉城县岱
海镇三苏木村委会吉吉扣营自然村感受最
为明显。村民说：“岱海变大了，多年不见的
鸟儿又回来了。”据统计，2019 年，湖区周边
地 下 水 水 位 较 2017 年 上 涨 58.86 厘 米 。 岱
海流域内植被覆盖率由 2015 年的 68%增加
到 2020 年的 75%；鸟类由 2015 年的 68 种增
加到 2020 年的 91 种，其他动物数量也在逐
年增加。

多年不见的鸟儿又回来了

““我们的开心农场我们的开心农场””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初冬，宋庆丰地里的活计刚告一段落就又在
院子里忙乎起来。看着颗粒饱满的葵花收入粮
仓，宋庆丰不禁感叹在盐碱地种地的情景：“2015
年，我从东北老家来到杭锦后旗，流转了 2000 多
亩土地开始盐碱地改造。那时，我每天和盐碱地
打交道，就算是夏天，那些盐碱地远远看上去就
像下雪了一样白茫茫一片，有的地块渗出来的盐
碱能盖过鞋帮。”

巴彦淖尔市被称为“塞外粮仓”，但由于气候
干旱、蒸发强烈、地势低洼、成土母质含盐量和地
下水位较高等原因以及长期不合理的耕灌制度，
区域盐碱地面积和盐碱化程度逐年增加，不利于
作物捉苗和正常生长。杭锦后旗 138.8 万亩耕地
中，有 77.38 万亩属于盐碱耕地，占一半以上，制
约着区域农业发展。

下了很多辛苦，又投了全部的积蓄，宋庆丰

看着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心里干着急。“专业的事
儿就应该找专业的人来做，咱们可以找农业专家
来指导。”杭锦后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
人员给他提了个醒。2016 年，自治区农牧业科学
院土壤改良与培肥团队负责人景宇鹏博士带着
团队研究成果来洽谈盐碱地治理示范推广项目
时，宋庆丰一口便答应下来。

“流转土地几年来都处于亏本状态，这些地
能种些抗盐碱的向日葵，但捉苗率很低，没什么
效益。经过景宇鹏博士团队改良后的盐碱地苗
情一年比一年好，尤其是今年，几乎再看不见裸
露捉不住苗的地块，我创业的信心也足了。”

就在今秋，景宇鹏邀请相关专家对他们的示
范田进行了田间现场测产验收。经田间调查，通
过 综 合 技 术 改 良 的 示 范 田 向 日 葵 保 苗 率 达 到
80%左右，而未改良的地块保苗率不到 30%。

白茫茫的盐碱地，自古与米粮无缘。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土壤改良与培肥团队是如何将盐
碱地变身米粮仓的呢？

据景宇鹏介绍，针对杭锦后旗三道桥澄泥
村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程度高、
春季返盐严重、作物不易出苗、保苗难等问题，
团队整合项目资源，集成了田间排水工程、暗管
排盐管道工程、增施脱硫石膏等化学改碱排盐、
秋压有机肥培肥地力、掺明沙压盐降容、生物制
剂改良、种植耐盐作物、上膜下秸阻盐综合改良
技术。此技术模式的应用使土壤物理性状得到
明显改善，土壤容重显著降低、孔隙度明显增
大，还使土壤盐碱化程度显著降低，土壤 pH、
全盐、碱化度等指标下降，向日葵保苗率提高了
50%左右。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加强治理技术集成与
优化组合，攻关盐碱地综合治理重大技术难题，
提高盐碱地治理质量和科学化水平。同时，跟
踪项目区土壤盐碱指标的变化，避免由于不合
理开发利用引起已经治理好的盐碱地返盐碱现
象发生，使治理好的盐碱地形成稳定的生产能
力。

盐碱地变身米粮川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施佳
丽）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针对今年
雨水较往年充沛、各类林草植被长势较
好、林下可燃物载量增多等情况，包头市
林草局坚持早分析、早研究、早部署，多
措并举确保秋冬季不发生大的森林草原
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进入 9 月以来，利用 1 个月时间，包
头市林草局对全市森林草原防火重点
地区进行调研检查，研究制定森林草原
火灾预防措施，印发《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方案》，从宣传教育、战备值守、火源
管控、责任落实等方面对秋冬季森林草
原火灾预防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
署。在东河区、九原区、石拐区组织开
展实战教学培训演练活动，全面强化森
林草原防火队伍装备使用、班组配合、
火场自救等业务技能，提升防扑火队员
扑救能力和火场自救能力。并定期聘
请专业森林消防员指导开展军训拉练
及防扑火技能训练，为随时可能发生的
火灾险情做好战斗准备。防火紧要期，
各专业扑火队伍全部实行准军事化管
理，全天候战备。

为强化火源管控，坚决遏制火灾发
生，包头市林草局还专门成立了 5 个森
林草原防火责任小组，由县级领导干部
包片负责督导检查各旗县区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包头市未
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也未发生人
员伤亡事故。

包头市

全天候备战
秋冬森林草原防火

本报鄂尔多斯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札萨克镇多措并举全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千方百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据了解，札萨克镇不断健全完善市
旗镇三级包联机制，通过分管领导联系
片区、扶贫工作队联系嘎查村、包扶人
员联系贫困户方式，与镇村干部捆绑考
核，同心、同向、同步发力脱贫攻坚。还
实行帮扶责任定点挂钩制度，开展摸底
调研、政策宣传、物资筹措、产业谋划等
工作，同时实施“一周一例会、一月一调
度、一季一汇报、半年一检查”的工作制
度，全程监管程序履行、项目实施、资金
运行、人员到岗各个环节，做到“镇有策
划、村有规划、社有谋划、户有计划”，构
建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
任体系。

该镇还根据嘎查村发展基础条件和
贫困户自身条件，不断创新利益联结机
制，组织群众以土地经营权流转“获租
金”、扶贫资金入股龙头企业“变股金”、
贫困群众就地打工“挣薪金”等方式，推
动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持续增收，全镇
27 个嘎查村与 31 家帮扶企业对接，确定
产业项目 28 个，完成投资 452.1 万元。
截至目前，项目运行获得收益 60 余万
元，并与贫困人口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稳定增收。

此外，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该镇制
定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帮扶实施
方案，通过嘎查村常态监测、镇级研判预
警，做好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汇总台账，
分别从低收入帮扶、“三保障”帮扶、重大
变故帮扶、激发内生动力帮扶四个方面
做好动态帮扶，确保对易返贫和致贫人
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

（边弘霞）

札萨克镇

“硬核”手段打硬仗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袁溪）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奶牛
绿色养殖技术研讨会在首府举办。来
自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农牧局、畜牧

（改良）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奶牛养殖
场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研
讨会邀请自治区农科院专家现场讲授
了奶牛养殖疾病预防及营养代谢和量
子灯应用下奶牛养殖优势等内容，提高
了参会人员的绿色养殖意识，同时使参
会人员对于奶牛绿色养殖的发展潜力
和前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通过黄
河一期、二期、重点支流等工程建设，
黄河内蒙古段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
立，初步形成了由干支流水库、河道整
治、堤 防 护 岸 等 组 成 的 防 洪 工 程 体
系。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各类堤防
1043.34 公里、水库 226 座，完成河道
整治工程 105 处，6 个应急分洪区极
大缓解了凌汛压力。还建成 29 个视
频站，可基本满足防汛和水资源管理
需求。通过保、治、拦、调、控等措施，
全区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59 万
平方公里，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走进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宿
亥图牧业村村民呼文艺家，只见上百只肥山
羊正在抢食草料，咩咩地叫个不停。

“看看我们养的羊，够肥吧？这些羊以
天然放牧为主，不喂任何添加剂。我们村还
有个‘托羊所’，我带你们过去瞧瞧！”呼文艺
给羊喂完草料就领着记者往外走。

他口中的“托羊所”，是鄂尔多斯职业学
院驻村工作队到宿亥图牧业村后，利用产业
发展资金给村民建的乌力吉努图格种养合
作社。“简单地说，就是在打工季节，农牧民
可以把羊或者草场交给合作社经营，合作社
也可以把羊托养给农牧户，互惠互利。用这
种方法，可以把农牧民闲置的草场利用起
来，他们也能放心地外出打工增加收入。”鄂
尔多斯职业学院驻宿亥图牧业村工作队队
长周在平说。

宿亥图牧业村是达拉特旗 132 个行政
村里距离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区最远的
一个村子，也是该旗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之
一，地处偏远，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宿亥
图牧业村坚持走“依托养羊产业，带动群众
增收”的路子，打造宿亥图牧业村的特色优
势产业，实现了产业发展支持全覆盖。

“目前，宿亥图牧业村养羊 2 万多只，去
年全村年销售羊肉 5000 多公斤，销往包头
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农牧民人均收入 2 万
元，羊产业已成为农户增收的主导产业。”宿
亥图牧业村村委会主任格日乐说，“下一步，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引进更多的优
良种畜，走科技养殖的路子。”

“托羊所”里发羊财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袁溪）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年来，乌
兰察布市丰镇市探索以奖代投扶贫模
式，支持扶贫对象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产业和劳务就业增收致富。据统计，
投 入 产 业 发 展 以 奖 代 投 资 金 共 计
133.9 万元，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作
为奖补资金，以贫困户脱贫致富典型
事迹作为评选依据，对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中积极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先进个人和具有榜样作用的贫困户予
以奖励支持。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周凤玲蒋华齐夫妇的温室大棚里春
意盎然。周凤玲忙着和工人剪摘红薯
叶，脸笑成春天里的一朵花。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前白庙
村百岁果蔬棚区，他们夫妇种植的东西
有点特别，周凤玲把它们称作细菜，6 个
温室大棚里种着红薯叶、酸模叶、瓜尖、
薄荷、法香、三色堇、三叶香等。每天凌
晨，蒋华齐把白天摘好的细菜送往首府
各大蔬菜批发市场直忙到日出东方。他
说，这些细菜的消费终端多是酒店，其中
的法香、薄荷、三色堇等多用来做中西餐
的装饰或调料。

周凤玲说，他们夫妇 2013 年从河南
老家过来，在这个全新的行业摸爬滚打
六七年，今年总算有了起色，年收入差不
多六七万吧，“钱还不是唯一的乐趣。我
喜欢大自然，喜欢这些独具魅力的植物，
虽然除了吃饭睡觉差不多每天都在土里
滚，但这里养着我们一家四口，是我们的
开心农场。”

她是个心气高的女子。她说要和丈
夫在首府奋斗自己的房子，要给儿子安
稳的生活、供女儿读一所好大学，还要把
在这里的亲戚和老乡凝聚起来一起做细
菜。

采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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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时孩子成了好帮手旺季时孩子成了好帮手。。

包装酸模叶包装酸模叶。。

瓜尖正嫩瓜尖正嫩。。

剪摘红薯叶剪摘红薯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