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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高质量发展，是大方向、大格局、大
逻辑，是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坚持的发展
导向，农牧业自然也不例外。推动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农牧
民增收、农牧业发展、农村牧区稳定。

从全局来看，虽然我区农牧业发展
迅速、捷报频传，但农牧业大而不强，农
村牧区生态环境脆弱，农牧民增收后劲
不足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从消

费结构来看，我们对于农牧产业的需
求，已经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变为“还
不好”。所以，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是一条我们不仅要走，还必须走好、走
稳、走长远的必由之路。

农牧业发展大有可为。推进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应当着力调整优化农牧
业结构，促进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在推
动粮食稳产增效的基础上，不断壮大高
效种养业规模，增加多层次、多元化、优
质化的产品供给，让广大农牧民钱袋子
更鼓，获得感更足，小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钙果原名叫欧李，原先是野果子，近30
年才被种植专家培育成优质的水果品种，是我
国独有的水果，被称为‘补钙之星’‘水果之
王’。”51岁的牧民阿拉腾瓦其尔说。

阿拉腾瓦其尔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昂素镇昂素嘎查的养殖大户，家里有5000多
亩草场，600多只羊和10多头牛。每年卖牛
羊纯收入就有40余万元，不愁吃不愁穿，在嘎
查里属于让人羡慕的“好活人”（方言，意为幸
福的人）。

可就是这个养了半辈子牛羊的“好活人”，

却突然从昂素镇巴彦乌素嘎查请回了几个外
地人，而且还把原来种饲草料的地种上了一些
树苗苗，说是叫钙果。

“农牧民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产业结构
调整是必要的。不能啥也不问就低下头种地，
也不能就闷着头养羊不问市场行情，还是要多
学习。”阿拉腾瓦其尔说。

这几年他坚持“走出去，学进来”，去甘肃
等地学习先进技术，从中了解研究钙果的产业
发展，尝试改变传统的产业模式。今年在旗科
学技术协会的推广和引导帮助下，他投入7万
元从山西农大钙果研究所运苗子种植了70亩
钙果。

钙果树高均在1到1.5米。钙果的形状像

樱桃，又像小型李子，口感较为酸涩且有独特
香味。因为它有神奇的补钙效果，深受人们的
喜爱，也为当地群众打开了一条致富新路。

据了解，钙果是集绿化、美化、香化、彩化
环境于一体的理想植物，春观花、夏赏叶、秋品
果，赏食两宜。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
维生素和氨基酸，还能加工成果酒、果茶、果
奶、果脯、果汁、果醋等休闲食品，具有很高的
经济价值。

“去年春天，我和山西的果树专家在微信
上多次对钙果进行技术咨询。今年9月，我家
的钙果到了收获期，平均亩产300公斤，收入
还可以，毕竟第一年种，经验不是很多，我相
信会越来越好的！”阿拉腾瓦其尔对钙果种植

的未来充满信心。
据他讲，钙果种植第二年果实产量预计达

到300到500公斤/亩，第三年1000公斤/亩，
三年后实现亩产1500公斤以上产量水平。按
照每公斤回收价格4元计算，丰产期实现亩均
收入5000元到6000元不成问题。

随着乡村旅游热不断发展，田园采摘钙果
也越来越受欢迎，每年7月到9月，钙果错峰成
熟，不仅延长了游客的采摘时间，而且给果农
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下一步，我家也发展
采摘项目。”阿拉腾瓦其尔说。

阿拉腾瓦其尔种钙果的故事只是鄂托克
前旗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旗
立足地域优势，积极探索致富新途径，调整产

业结构，鼓励农牧民改变原有的种植思路，发
展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增收致富。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紧紧围绕旗委、
政府“打好农牧业绿色发展牌，建设面向全国
的优质农畜产品交易中心、打造内蒙古西部优
质有机果蔬生产基地”的发展思路，以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为主线，以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重点，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方
向，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为目标，
加快建设北纬37度优质果蔬经济带，开展“鄂
尔多斯高原冷菜”绿色果蔬种植，打造“鄂前旗
牛羊肉”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基础优势向经济优
势转变，促进农牧业全产业链条升级，构建起支
撑乡村振兴的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

“好活人”爱上种钙果

□本报记者 李晗

初冬，来到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方
家营子村金红娃葡萄种植基地，大棚里，葡
萄架上爬满了茂密的枝叶，枝叶中挂着一
串串玛瑙色的小葡萄，这种学名为金红娃
的葡萄品种，色泽鲜美、香脆甘甜。

“今年葡萄每斤8元，我这5栋棚预计
纯利润 10万元以上，明年再改进改进技
术，让葡萄提早上市，一斤就能卖到12元
左右，那利润就更高了。”正在大棚里忙着
采摘葡萄的村民王立昌脸上泛起了灿烂的
笑容。目前，每一棚金红娃葡萄产量在
3000斤以上，因口味独特，广受市场欢迎。

早在2013年，方家营子村就开始发展
葡萄种植，但由于资金不足、技术力量弱等
问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京蒙扶贫协作
开展以来，北京市通州区对口帮扶，出高
招、投资金，在该村依托合作社建起葡萄大
棚种植基地，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使得葡萄种植产业扭亏为盈。

“这两年葡萄园建起来，我能在家门口
打工了，还能照顾家，前几天我开了1万多
元工资，葡萄种植业的发展让全村都受益
了。”村民姜玉红说。

目前，方家营子村利用2019年京蒙扶
贫协作资金建设的400平方米冷鲜库已经
交付使用。在冷鲜库后面，19栋新葡萄棚
正在建设中，加上方家营子村已有的61栋
葡萄大棚，含庭院种植在内，该村葡萄种植
面积已近百亩。

葡萄村的“醉人产业”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入冬以来，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新立向阳大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庆国依旧忙碌。秋收结束后，他的“战场”从田野
转到了合作社仓储库。

“现在是大豆仓储的关键时节，我们有容量
达到3万吨的仓储库，农民可以随时把他们的大
豆运到这里免费储存，想出售就随行就市，我们
按市场价收购。”李庆国说。

李庆国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漫山遍野的大
豆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1岁
那年，他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返乡创业。
经过几年的奋斗，新立向阳大豆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于2015年成立。目前，合作社标准化生产基地
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亩，种植的非转基因优质
大豆已经被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并注册了“新
立向阳”商标。合作社还建设了大豆精选塔、晾
晒场、清粮车间、精选加工车间、成品包装车间，

引进瑞典进口大豆蛋白仪，是集大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今年我种了500多亩大豆，合作社还派技术
人员给我田间指导，今年亩产达到了370多斤，增
产近40斤。这样算下来，我家光大豆这一项收入
就能有十几万。有了这家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豆身价越来越金贵，都变成‘金豆’了！”看着辛
苦种植的大豆颗粒归仓，西瓦尔图镇西向阳村村
民杨晓伟打心眼儿里高兴。

合作社采取“组织一套力量、规范一个技术
标准、建好一片绿色种植基地、带动一批农户发
展”的模式，向农民提供优质高蛋白大豆种子和
化肥，并收购农户的大豆，无偿为周边农户储存
粮食，不仅农户受益，还带动了当地物流和农民
经纪人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合
作社的典型引领，带动15000多户农民增收，合
作社社员的年均收入增加了3000元左右。

莫旗地处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交汇地带，有
着悠久的大豆种植历史，大豆产量居全国之首
（以县为单位），有“大豆之乡”的美誉。然而，由

于良种率不高，大多数农户还处在自留种的初级
种植模式，单产普遍不高，种植效益低下。

科技兴农，种子先行。去年，李庆国成立呼
伦贝尔市中农种业有限公司，与科研院所和生产
企业合作，共同推广高产大豆品种。种业公司成
立一年多，就成为当地农民心中的“明星企业”。
该公司已经建成近10万亩的大豆种子繁育生产
基地，300多亩的高科技农业展示园区，拥有多套
大豆种子加工和检测设备及科研团队。公司经
营的蒙豆系列、东农系列品种具有抗病害、蛋白
高、丰产性好等优势，将当地大豆的平均产量提
高到近300斤的水平。农民可以从公司平价购买
改良大豆品种，增产增收明显。

“今年春天，我没那么多钱买种子，种业公司
就赊给我改良大豆种子。没想到这个新品种长
得真壮，跟小树苗一样，亩产一下子就上去了。”
杨晓伟说。

有了好种子还要卖出好价钱。目前，合作社
逐步开辟“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方式，引领大豆
产品走出去，为农户搭建供销平台。

“大豆身价越来越金贵了！”

本报 11 月 29 日讯 （记者
施佳丽）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
悉，近日，由阿拉善盟森防站编制
的《阿拉善盟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技
术手册》通过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审
核，取得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正式印刷出版。手册内容
涉及林业有害生物基础知识、预警
测报工作、林业有害生物常规调查
方法等内容，将为基层从事森林资
源保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
专业技术资料，有效指导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工作。

本报 11 月 29 日讯 （记者
袁溪）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包
头市今年秋收工作已全部结束，共
收获农作物406.98万亩，较上年增
加 9.99 万亩，预计产量 326720 万
斤。其中，粮食作物303.43万亩，较
上年增长 11.26 万亩，预计产量
241320万斤；油料作物87.25万亩，
较上年减少 7.5 万亩，预计产量
19720万斤；糖料作物9.32万亩，较
上年增长4.25万亩，预计产量57480
万斤；中药材6.98万亩，较上年增长
1.98万亩，预计产量8200万斤。

本报 11 月 29 日讯 （记者
袁溪）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
目前，兴安盟科右中旗2020年农机
购置补贴工作已全部完成，共使用
补贴资金2068.309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1918.309 万元，省级资金
150.00 万元，补贴各类农业机械
1279台套，受益户数1094户，带动
农户投入资金约6028万元。据悉，
旗农牧和科技局已提前受理2021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申请，以避免农
忙时农牧户无法办理补贴手续。
截至目前，已受理补贴机具 1170
台，涉及农户1040户，涉及补贴资
金2145.759万元。

本报11月 29日讯 （记者 钱其鲁）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近年来，包头市土右
旗通过“三轮驱动”，全面实施优质粮食工
程，取得积极进展。

该旗围绕从田间到餐桌各环节，扎实推进
粮油品牌建设。全旗共注册粮老头、白莹、双有
等粮油商标17个，打造粮油生产品牌556个，润
良、晴川、白莹等一批粮油企业实现提档升级，黄
河鱼家、鲁蕊香、双有等一批新品牌基本形成。
此外，全面加强粮食流通市场管控，严格实行粮
食收购资格许可，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每
年开展春秋季两次粮油普查工作，每年召开秋
粮收购银企对接会，保障有人收粮、有钱收粮、
有仓放粮，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并充
分发挥12325粮食流通监管热线作用，受理举
报并严厉查处秋粮收购中的违法行为，切实规
范粮食流通市场。同时，该旗全面加强应急保
障体系建设，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定
期开展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统计调查，
进一步健全完善粮油价格监测网络，积极开展
粮油价格监测，实行定人、定点、定时对粮油等
主要民生类商品实施市场价格日采集制度，确
保主要民生类商品供应充沛、价格市场稳定有
序；基本建成集应急加工企业、配送企业、储运
企业等为一体的粮油应急供应体系。

土右旗

“三轮驱动”
全面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本报11月 29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年来，阿拉善盟阿
右旗积极探索推行“互联网+教育”模式，助推
教育精准扶贫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该旗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已初具规模，数字化录播教室、教育城
域网工程已实现教育网络化管理、网络视频
教学、远程教学、资源共享等各类应用，有效
整合、共享全盟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资源。中
小学幼儿园互联网接入率100%，普通教室
100%配备多媒体设备，接入100M光纤宽
带，所有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全部接入了校
园网，所有班级和多功能室都安装了高亮度
短焦投影机和红外线电子白板，并接入互联
网。同时，大力实施网络扶智工程，组织名师
通过“同频互动”积极开展网络教研和教学交
流，进一步提升全旗师资水平，组织各学校教
师到发达地区交流学习，切实促进学校、教师
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阿右旗

探索“互联网+教育”
精准扶贫模式

本报 11月 29 日讯 （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常能嘉）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
悉，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农机中心全力推行

“农技专家+示范基地+技术指导员+科技示
范户+辐射带动户”的农技推广运行模式，
开辟农机多元化管理新渠道，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该旗在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杠
杆作用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应用适合本地农
业发展的新型农业机械，把农机合作社、农机
大户等有效组织起来，利用新型农机装备实
施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作业，充分发挥农
业机械的主导作用。还通过试点示范，大力
推广资源节约、增产增效、生态环保、质量安
全的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为粮食增产增
收提供强有力的综合技术保障。

为了让广大农牧民掌握基本技术，该旗
还充分利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广播、电视、
手机短信等现代手段把相关技术送到农牧民
手中，加快农机推广的步伐。

阿鲁科尔沁旗

开辟多元化农机服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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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

冬日，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田家营子村，
数群大白鹅正在欢快地啄草觅食，叫声响彻四野，场面极
其热闹。

这是莲鹅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鹅场，总占地面积
210亩，鹅棚建设面积为4200平方米，可同时养3万只鹅，
现养鹅5000余只。

“目前，合作社主营养殖种鹅、商品鹅和育雏及种蛋、商
品蛋、鹅肉、鹅苗的一体化购销供应等项目。”田家营子村委
会主任王二明向记者介绍，“我们实行‘四季轮养、错次养
殖’，可与南方白鹅出栏的时间错开，提高市场价格。鹅肉、
鹅蛋都是保底回收的，村民参与养殖的积极性很高。”

为了防止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田家营子村
让有劳动能力者进入莲鹅湾种养殖合作社务工，提高他们
的收入；对无劳动能力者，合作社代养鹅苗，养成出售后将
收益全部返还。同时，合作社每年还设置8%的收益分红，
效益好会进行二次分红。

眼下，田家营子村已经成功注册“莲鹅湾”商标，并不
断深化企业合作，畅通销售渠道，提升鹅肉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