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1月3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前白庙
村116号温室大棚内，李晓伟正在给工人讲解
黄瓜苗插接技术。“是一种从山东寿光引进的最
新蔬菜嫁接法。嫁接速度快，成活率高，防病效
果好，但成活期管理水平要求严格。”李晓伟三
言两语，切中了插接技术关键。

他科班出身。2010年内蒙古农大种子科
学与工程专业毕业。他说好像是宿命，这辈子
就该与土地打交道。2014年，爱琢磨的他发
现，农科院门口那些老头儿老太太挖田土育的
蔬菜苗很抢手。如果用专门基质育苗，既能保
证品质、提高效率，也能满足极大的市场需求。
然而高质量种苗几乎都是从山东购买，首府呼
和浩特种苗行业几乎是个空白。他眼睛一亮，
来，专业人干专业事。

2015年，他去中国蔬菜高科技之地山东

寿光考察学习后，回来在呼市前白庙村租了5
个温室大棚开建苗厂。2018年李晓伟成立了
内蒙古以瑞农业责任有限公司。他无数次失
败，又无数次站起来，摸爬滚打，和其他5家本
地苗厂并肩作战，呼市种苗市场从2016年前
山东独大，到如今他们6家占有市场份额百分
之七十。仅以瑞种苗基地，年出苗近 550 万
株，年利润约30万元。李晓伟说，他们的育苗
经历可以拍部微电影。

李晓伟说，他们几个“种苗本土化”追梦人
有一个共同梦想：不远的将来，要让本地种苗市
场实现自给自足，并辐射带动自治区其他城市
发展蔬菜种苗事业，做强蔬菜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我们只是先行者和探路者，要形成种苗产
业，还需要政府的引领与支持。希望能早日成
立内蒙古蔬菜种苗协会，也希望政府能建一个
蔬菜种苗技术推广示范基地，用于新品种的引
进与推广。”李晓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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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茹

干净的公路巷道、错落有致的村舍、设施齐
全的活动广场……走进查干柴达木村，优美宜
人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而这正是伊金霍洛旗
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华丽蝶变的一个缩影。

整治扮靓“颜值”。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关键举措。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囊括污水处
理、垃圾分类、厕所改革等多项内容，既关乎民生，
也关系发展。伊金霍洛旗统筹谋划、全力推进，把
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
一场硬仗”，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打造人居
环境整治伊金霍洛样板。目前，该旗形成了户有垃
圾箱、社有垃圾池、村有收集点、镇有填埋场、旗有
处理厂的“五级联动”垃圾处理体系，在鄂尔多斯市
率先实现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5.1%，用生态宜居擦亮美
丽乡村底色。

既在塑形，也要铸魂。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还要聚焦源头管控，做好“村民自治”这
篇文章。要做好广泛宣传动员，充分完善村民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力军作用，持续完善村
规民约，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等措施，
不断增强群众保护环境意识，促进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整治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扎萨克镇查干柴
达木村，村民张静开的农家乐很出名。这些天，
趁着农家乐淡季，她开始屋里院外搞环境美化。

“你看，我把院子好多地方都做了修整，是不
是看起来更有乡村味儿了。”张静说，几年前，村
里进行环境整治，翻修房屋的时候把外观设计成
黄泥房的样子，再加上村里还有独特的草原景
观，“黄泥髯墙瓷罐罐，毡房星宿草滩滩”的特色
风貌成为查干柴达木村乡村旅游的新招牌。

查干柴达木，汉语意为白色的枳芨滩。因村
内湿地草原有连片的枳芨草而得名。查干柴达
木村紧邻成吉思汗陵景区，依托独特的地理区

位、多样的自然景观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最
合适不过。

2016年，张静返乡创业，开办了村中第
一家农家乐。如今，她的生意越来越好，旺季
的时候，一天能接待300多游客。“刚开始人
气没这么旺。因为村里环境还没现在这么
好，垃圾没有固定收纳点，冬天随风乱飞，夏
天臭气熏天。进行环境整治后，村里变得又
干净又漂亮，来旅游的人也多了。”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不仅是张静受
益，如今的查干柴达木村已打造成为伊金霍
洛旗乡村休闲旅游基地和户外野营基地。在
努德勒庆露营地，有房车、蒙古包雅间等特色
服务。陕北文化特色酒店、乡村野炊区和村
史馆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2018年，

查干柴达木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19
年，获得国家森林乡村、市级乡村振兴重点示范
村、市级五好三提升嘎查村等荣誉。

村有千百种，特色风情各不同。伊金霍洛
旗立足实际，在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发展、搬迁撤
并”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进一步细化明
确不同村落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全旗138
个嘎查村科学划定为86个集聚提升村、16个城
郊融合村、3个特色保护村和33个搬迁撤并村，
避免“一刀切”和“千村一面”，突出人文底蕴、彰
显乡土气息，乡村牧野开启“美颜”模式。

“我们从房前屋后的基本区域卫生开始，发
动群众对周围‘五堆’进行清扫。目前，全村每
户都有垃圾桶，每个村民小组都配有一个垃圾

转运站，改变了以前无处倒垃圾的现象。还通
过分组评比，对环境卫生好的和差的村民上榜
展示，鼓励村民移风易俗、改进生活方式。”驻村
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蒋慧军说。

要“颜值”靓丽，还要“机制”长在。该旗配
套出台了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污水处理、常态长
效管护等系列制度办法，形成了责任有主体、管
理有制度、运行有经费、治理有设施、管护有队
伍、成效有考评的长效工作机制，构建形成了旗
级统筹负责、各镇推进落实、部门联动下沉、村
社具体实施、农牧民主动参与的强大合力。

目前，该旗已建成市级美丽乡村18个、自治
区新农村示范点11个、国家和自治区级休闲农
牧业旅游示范点3个，龙虎渠村、哈沙图村等4
个村庄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通讯员 李婷

屋外白雪皑皑，屋内春满人间。在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巴仁宝勒格村的温室大
棚里，一颗颗鲜红的草莓，一株株绿色的蔬菜，虽
然是冬季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春意闹的感觉。

“我种大棚已经五六年，种草莓也三年了，
草莓的效益比西红柿黄瓜高点。明年打算多种
两棚，吸引更多的采摘爱好者过来玩。”王斌说。

王斌是巴仁宝勒格的种植户，这几天，他的

草莓陆续上市。看着一个个鲜红的草莓，王斌
乐得合不拢嘴。作为新时代的新型农民，王斌
不断地学习、研究改进自己的草莓品种，他的草
莓深受消费者喜爱。

王斌今年种植两棚草莓，每棚4000苗左右，
可以采摘半年。除了草莓，王斌还种了黄瓜和西
红柿，种植大棚，他一年可以收入十几万元。现
在，王斌的采摘园里每天都迎来好几拨客人，有的
是当地市民，有的则是慕名远道而来的采摘爱好
者，只要吃过他的草莓，都是回头客。“冬天来我家
大棚观光，又饱眼福又享口福。”他乐呵呵地说。

与王斌一样经营温室大棚的，还有种植户赵
海霞。她家大棚种了芹菜、香菜、菠菜等。“不上化
肥，不打农药”是赵海霞种蔬菜遵守的第一原则。
各类蔬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现在也陆续上市。

“芹菜、小油菜、水萝卜陆续都上市了，因为
不打农药，每次卖回馈都挺好，市民们吃得也
放心。”赵海霞说，“马上过年呀，菜的价格也涨
了些，收入挺乐观 。”

近年来，巴仁宝勒格村在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农民增收等方面大胆尝试，逐步做精科技
农业、做实绿色农业、做大品牌农业、做强质量

农业，以打造绿色蔬果为战略方向，实现质量
兴农、品牌强农，推进农副产品的快速发展。

“巴仁宝勒格村温室大棚以叶绿菜为
主。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是我们这儿是绿
意浓浓，希望居民多过来采摘。”巴仁宝勒格
村第一书记苏和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能
吃上一捧红艳艳的鲜草莓，咬上两口刚摘下
来又凉又脆的黄瓜，亲自下厨炒上几盘无公
害蔬菜，那绝对算得上舌尖上的享受。在这
个瓜绿莓红的海洋里度过轻松愉快的周末，
一定能舒缓紧张的工作压力。”

订单种植
对咱菜农挺重要
□采访记者 钱其鲁
□讲述者 魏淑莲

我叫魏淑莲，今年 45 岁，是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金 河 镇 根 堡 村 的
农民。2007 年前后，政府在首府周
边 农 村 地 区 开 始 大 规 模 发 展 设 施
农业。渐渐地，村民们掌握了种植
技术，菜种得越来越好，而且化肥
农 药 也 越 用 越 少 。 经 过 多 年 认 真
地学习和实践，我被评为科技特派
员，指导其他普通农户种植大棚蔬
菜。

利用邻近市区的地理优势，我们
两口子发展起了大棚采摘，种植了
桃 子 、草 莓 、葡 萄 、小 柿 子 、黄 瓜
等，供市民采摘游玩，12 个大棚一
年能挣三十多万。

据我了解，虽然这两年首府地区
设施农业发展得挺快，农民收入也
不错，但也存在蔬菜销售难的问题，
而且价格变化很大，农民收益不稳
定，还得经过二道贩子收购再到蔬
菜批发市场售卖，层层加价，增加了
市民消费成本，我们的收益也受到
影响。

近些年，国家提倡农产品进社
区、进超市，我考虑政府能不能多建
一些小型便民市场，让菜农直接面
对城市社区销售，或者像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搞的“农校对接”似的订
单种植，这样，即解决了农民的销售
难题，还减少了流通环节和交易成
本，一举多得。

另外，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蔬
菜市场信息等方面能多提供参考，
信息对称，使我们心中有数，不盲目
种植。订单种植、信息对称，对我们
菜农来说真的很重要。

〖心声〗

我区生态扶贫
受益人口达29万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施佳丽）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十三五”
期间，我区多措并举创新生态扶贫机
制，29万贫困人口在生态补偿、国土绿
化、林草产业中受益。

全区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
林员17348人，人均年补助1万元。将贫
困地区纳入国家级公益林和自治区地方公
益林补偿范围，约24.6万贫困人口直接受
益。利用国家级公益林补偿资金，聘用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1万多人参与森林管护，
人均收入近5000元。

与此同时，将90%以上的林业产业化
项目和特色经济林示范项目资金向贫困旗
县倾斜，带动1.5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1900余元。全区林业重点工程任务总量
的70%以上被安排在贫困地区，项目带动
15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增收2000
元，实现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和贫困
人口增收双赢。

我区颁发首张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日，自治
区水利厅为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颁发了自治区首张取水许可电子证
照，标志着自治区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应用推广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悉，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是国务
院确定的首批高频推广应用的电子证
照之一，是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实行取水
许可“一网通办”的重要方面。本着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的原则，
自治区水利厅对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推
广应用工作高标准、严要求。下一步，
水利厅将加快与自治区政务“一体化”
平台的融合，实现电子证照的“亮证”
和“扫码”功能全覆盖，切实提高取水
许可管理水平。

包头市首家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成立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袁溪）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包头市土右旗近
日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这也是该市
成立的首家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标志着
全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迈出了新步伐。

据了解，该交易中心主要提供农
村承包土地（草场）经营权、林权、“四
荒”使用权及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农
村集体资产股权、农业类知识产权以
及农村小型自建工程项目招标、产业
项目招商等村集体资产和资源的流转
交易、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招标等10个方面的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交易中心由土流
集团负责运营，将大数据、卫星遥感等
前沿技术应用于确权、颁证、核验、登
记等各个环节，确保土地权属清晰，实
现土地资源数字化。同时，将依托土
流网和农交网平台，将包头市农村牧
区的资源资产在全国和全网挂牌、推
广、竞价，吸引各地家庭农牧场、涉农
（牧）企业、其他投资机构等投资兴业，
促进包头市农村牧区资产资本化、资
源市场化、农牧民增收多元化。

赤峰市林下经济
从业人数达20.5万人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施佳丽）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赤峰市近
年以“兴林富民”为目标大力发展经济
林果品、木材加工、林下种养采集、森
林沙漠生态旅游、林木种苗花卉五大
主导产业。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
设施林业2.3万亩，发展木材加工企业
300家，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面积达
399.8万亩，林下经济经营主体117个，
林下经济从业人数20.5万人。

同时，赤峰市立足贫困地区特色
和优势，选聘建档立卡生态护林员
3958人，并把脱贫攻坚与林业工程建
设相结合，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涌现
出宁城县、林西县等经济林脱贫典
型。宁城县现有果树经济林面积21.4
万亩，年产水果 13.5 万吨，年创产值
6.8 亿元，农民人均增收 1000 元，有
9560人实现稳定脱贫；林西县以“七合
堂”模式为引领，发展蒙古野果经济林
9万亩，年产果品14万吨，年创产值3
亿元，农民人均增收1600元，有1.8万
人实现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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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新力量〗

伊金霍洛旗开启“美颜”模式

用生态宜居
擦亮
美丽乡村底色

〖微评〗

“冬天来我家大棚观光吧！”
〖一线〗

〖播报〗

沐浴着新年的曙光，我们迎来了第一次相遇。
这一次，我们为见证小康图景下的乡村振兴伟大新实践

而来，为记录新农村新牧区新征程新奋斗的坚定步伐而来，
为讲述亮丽北疆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动人故事而来。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

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
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1年，我们将深度聚焦乡村振
兴战略在内蒙古的深入推进，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用新发展理念破解

“三农”发展新课题，汇聚“三农”发展新动能，展现新时代农牧

民的新风采。
使命在肩，当砥砺前行。新的一年，《乡村振兴》版会在每

周三第六版与您见面，通过《新力量》《一线》《心声》《播报》等栏
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铿锵步履和
点滴成就。敬请关注。 ’’’’

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