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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东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擘画全面建成小康壮美画卷擘画全面建成小康壮美画卷
□李燕 盖文瑛

家庭牧场
成为牧民增收新引擎

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镇巴彦都兰嘎查的牧民斯
琴图不仅是镇人大代表，也是嘎查集体家庭牧场的一
员。为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斯琴图与附近 4 户牧民
一起组成了家庭牧场，他们也在今年被认定为标准示
范化家庭牧场。“这说明我们做得好嘛。”斯琴图有些腼
腆地说。

由传统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向家庭牧场适度规模
经营转变，是现代牧业发展必由之路，也是促进新牧区
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举措。斯琴图借助算账理财和精养
肉牛的优势，牧场是越经营越红火，截至目前，他的牧场
已经养殖超过 200 多头西门塔尔牛，自然受孕的良种牛
一年四季都在产犊，这种精养模式所带来的产业价值是
巨大的。由于近两年肉类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斯琴图
将挣来的钱继续投入畜牧养殖，不仅建了新的牛棚，也
为自己盖了一栋新房。

家庭牧场作为新型牧业经营主体，符合牧业生产特
点和家庭经营的特征，不仅保留了牧户家庭经营的内
核，还能够让广大牧民通过发展家庭牧场拓宽生态致富
路，更好地增收致富。据了解，东乌珠穆沁旗自 2015 年
以来，认定的家庭牧场累计达 141 户，今年底将达到 170
户。

“牵住牛鼻子，走上双赢路，减羊不降效，少养更精
养。”这短短 20 个字，蕴含着东乌珠穆沁旗为 4.73 万平
方公里上牧民们的思考，也包含追求产值与生态协同递
进的深刻含义。

“你看，这是我家的牛群，离我 15 公里，我通过手机
就可以随时知道它们在哪里，还有我这个自流泵，只要
太阳一出来就会出水，自动喂牛饮水。”牧民乌云达来兴
致勃勃地介绍着他的现代化养牛方式。过去，他家羊多
牛少，后来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推动，发现养牛不光是
经济效益好，对生态也有好处，于是在 2019 年，他果断
卖掉自家的大部分羊，购进了 200 多头牛。

乌云达来说：“牛吃草是卷着吃，羊吃草是啃着吃，
而且牛的蹄子也比羊的大，综合考量，还是养牛对草场
的伤害小。”去年乌云达来年纯收入达 55 万元，今年他
又新盖了 420 平方米的新棚圈。有了乌云达来等牧民
的成功实践，东乌珠穆沁旗越来越多的牧户选择了“减
羊增牛”。据悉，2019 年，该旗打造 6 大良种肉牛繁育基
地，引进优质良种肉牛 3290 头，牛的存栏量同比增长
27%，高端肉牛养殖规模位居全盟前列。

“十三五”以来，东乌珠穆沁旗持续加大对“三牧”的
投入，让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物质技术装
备水平显著提升、牧区改革创新活力越来越强，畜牧业
强、牧区美、牧民富的牧区振兴目标正在乌珠穆沁大地
一步步变为现实，这幅壮美的丰收画卷越来越斑斓多
彩，成色也越来越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东乌珠穆沁旗委宣传部提供）

牧民家的优质西门塔尔牛群。

东乌珠穆沁牧民的幸福新生活。

“十三五”以来，地处祖国北疆的东乌珠穆沁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广袤牧区呈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气象。

减羊增牛
让草原绿了牧民富了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出台一系列办法措施，积极
实施“减羊增牛”战略，扎实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牧区增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取得了积极
成效。

强化生态约束，做好“减羊”和“增牛”两篇文章。
向牧民做好算账理财和“减羊增牛”战略宣传，推动牧
民出栏羊的力度，日历年度肉羊存栏由 2015 年的 206
万只下降至 2020 年的 116 万只，下降 43%。

以种公羊管理、种羊场建设和基础母羊标准化畜
群建设为主，充分发挥乌珠穆沁羊优良品种优势，大力
推进地方良种提纯复壮。建立种公羊集中管理群累计
达到 127 群 2.8 万只；建立乌珠穆沁羊标准化畜群 2600
个 83.2 万只基础母羊；建立乌珠穆沁羊核心群 260 群
11.2 万只基础母羊。争取国家种质资源利用项目资金
1100 万元，完善原种场棚圈、储草库、机电井等基础设
施和养殖机械设备，搭建原种场与种羊专业户之间的
种畜资源调度、租赁、合作平台，为乌珠穆沁羊的质量
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加强标准化肉牛繁育基地建设，新（续）
建 10 处良种安格斯肉牛繁育基地，规范 100 家肉牛饲
养管理示范户。2016 年以来，东乌珠穆沁旗共引进良
种肉牛 16418 头，其中：西门塔尔牛 7506 头、安格斯牛
8793 头、海福特牛 119 头。建设良种肉牛核心群 20
群，核心群中能繁育母牛达到 2575 头。2019 年牧业年
度总数达到 12.42 万头，改良比重达 92.5%，高端肉牛
养殖规模位居锡林郭勒盟前列。

立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支撑体系建设。整
合肉羊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等涉牧项目资金，在牧户
房屋修建、棚圈建设、水电路讯、机械配置等方面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深入推进千户
现代家庭牧场培育建设工程，按照家庭牧场精细化管
理标准，有针对性地在发展规划、产业定位、品牌认证
等 方 面 给 予 引 导 服 务 ，目 前 ，已 打 造 标 准 家 庭 牧 场
277 处，牧区培育和发展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
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制定出台《东乌珠穆沁旗支持畜
牧业产业化发展优惠政策》《引进西门塔尔牛优惠政
策》等政策措施，落实《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
发 展 扶 持 办 法》，从 政 策 上 推 动“ 减 羊 增 牛 ”战 略 实
施。与国家肉类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
学、内蒙古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建成畜产品
科技研发中心，开展乌珠穆沁羊遗传基因特质研究、
肉制品和生物制品研发等工作，在乌珠穆沁羊、优质
牛肉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 10 余项科技成果，牛羊肉
精深加工率达 80%以上。

目前，东乌珠穆沁旗全旗各类专业合作社有 303
家，注册资金 5.7 亿元。鼓励引导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
建设，以牧区剩余劳动力为基础，通过专业培训，在全
旗范围内组建了物流运输、牲畜防疫、打储草、机械剪
毛、送水、清圈、牧业机械维修等服务牧区生产生活的
社会化服务队伍 23 个，通过收取合理服务费方式，提
供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让绿色成为
乌珠穆沁草原永恒的底色

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东乌珠穆沁
旗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坚持“建设与治
理同抓、保护与发展同步”原则，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进全旗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东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场总面积 7099 万亩，可利用
草场面积 6495 万亩，草原可利用面积占全区的 6%。近
年来，东乌珠穆沁旗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全面加强对燃煤、供热、排污、金属采选等重点企业
的 日 常 监 管 ，辖 区 内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98.4%。同时，严格落实草畜平衡、春季休牧、沙地禁羊
等制度，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继续巩固实施了草原生态
补奖、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区域造林绿化、重点水系保
护治理等生态工程，草原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厉的执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东乌珠穆沁旗切实加强生态保护执法检查力度，
在全旗范围内聘请草原管护员 125 人、生态协管员 68
人，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切实加大了执法力量和
监督力度。同时，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通过发布
倡议书、发放宣传单、走访牧户、走进校园、社区宣讲等
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建立多部门联合打击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协同机制，加强对野生动物集中分布
区和鸟类主要繁殖地、停歇地、迁徙走廊带巡护。

东乌珠穆沁旗还加强对常规禁牧区、草畜平衡区、
固定打草场、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乌珠穆沁沙地等
各类政策实施区域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巡查工作，坚决打
击超载过牧、乱采滥挖、非法开垦、过度打草、非法种植
高产饲料地和非法征占用草原等破坏草原的行为，严格
清理外来违法违规放牧人员。此外，该旗突出抓好春季
休牧工作和秋季打储草工作，制定出台《休牧工作方案》
和《休牧工作考核管理办法》，明确工作目标、责任和措
施，切实推进休牧工作落到实处。还制定出台《打草场
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加大
巡查监管力度，让天然草原休养生息。

春潮涌动处，奋楫击水时。沿着现实的脉络，细数
来路的点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正深刻改变着东
乌珠穆沁旗，也扮靓着乌珠穆沁草原。

让每一座蒙古包
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

在蒙古包里，基层宣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着
党的惠民政策，打通了宣传教育群众、关心服务牧民的

“最后一公里”；
在城乡街头，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引导群众文明礼

让、做好垃圾分类，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传递文明正能量；
在牧区深处，基层干部、嘎查党员、志愿者开展剪羊

毛志愿服务活动⋯⋯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已然融入

百姓生活。一处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人
气渐浓。

“牧民群众们大家好，基于目前仍要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苏木决定在线上开展宣讲活动，请大家踊
跃参加互动！”今年 6 月 10 日，东乌珠穆沁旗萨麦苏木在
党员中心户蒙古包里采取直播方式开展了一场特别的
宣讲活动，党校讲师为牧民群众解读了今年全国两会精
神，把涉及牧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牧业、扶贫、民生等相关
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给广大牧民，把党的好声
音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此次直播通过和牧户现场连线互动答疑的方式与牧
民“面对面”解疑释难，为牧民群众一一解答了脱贫攻坚
政策、创办家庭牧场手续、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问
题。在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巴彦图门嘎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党员中心户布和巴特尔家里进行的理论宣
讲大课堂上，嘎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以及旗司法局等
相关负责人结合具体事例就乡村治理、脱贫攻坚、扫黑除
恶、法律援助等内容进行宣讲。在宣讲过程中，他们采用
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统沙嘎比赛等形式，将
理论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为辖区牧民群众献上了一
台精神文化盛宴。让群众感兴趣、听得懂、做得到，这样
才能入耳入脑入心，东乌珠穆沁旗以“三会一课”和“固定
党日+”为学习载体，组织“新时代讲习团”“草原学习轻骑
兵”“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宣讲团等宣讲队伍，
充分利用“党建直通车”“学习讲堂”“党员中心户”“微服
务”等阵地，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十三五”期间，东乌珠穆沁旗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新模式，统筹全旗重点部门和基层所、站重
点打造出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
务、健身体育服务、媒体服务平台等“六大实践平台”，并
构建了“实践中心——实践所——实践站——实践点”四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联动网络，让新时代文明实践走进寻
常百姓家。

东乌珠穆沁旗高度重视，全力支持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
要内容，将试点工作列为该旗整体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
高位推动。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就延伸到哪里。在东乌
珠穆沁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花正绚丽绽放。近几年，
东乌珠穆沁旗积极探索、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聚
力突破实践创新，在贴近性上下功夫、在实践性上求拓
展，凝聚群众思想共识，提升群众素质，用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推动乡村牧区振兴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使得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成为百姓“看得见、听得
懂、接地气、有认同、愿参与”的精神文化家园。

蓝天白云下的乌里雅斯太镇一角。布和毕力格 摄

家庭牧场让牧民增加了收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中心户布和巴特尔家开
展的理论宣讲大课堂。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扮靓乌珠穆沁草原绿色发展扮靓乌珠穆沁草原。。布和毕力格布和毕力格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