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盟
3 人获聘

“林草乡土专家”

本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二
批林草乡土专家选聘结果，阿拉善
盟林草系统 3人被聘为“全国第二
批林草乡土专家”。

近年来，阿拉善盟各级林草部
门高度重视乡土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推进林草乡土专家选聘工
作，不断激发林草乡土专家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切实发挥林草乡土专
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林草乡土引导林草乡土
专家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专家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实践实践，，使爱林草使爱林草、、懂技术懂技术、、善经营的善经营的
乡土人才服务林草现代化建设乡土人才服务林草现代化建设，，较较
好地解决了林业科技推广的好地解决了林业科技推广的““最后最后
一公里一公里””问题问题。。

呼伦贝尔市
河湖管理保护
不手软

本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2020 年，呼伦贝尔市紧密结合实
际，聚焦河湖管理保护，推动河湖
面貌根本好转。

该市制定《呼伦贝尔市“清四
乱”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开展部门
联合执法 315 次，出动执法人员
11645人次，共清理垃圾56.7万吨，
河湖清淤疏浚 25.84 万立方米，清
除乱建393处、乱占120处，清理乱
堆 187 处；整治乱采滥挖 29 处、非
法采砂点41处，查处非法取水事件
17起、非法倾倒及排污事件22起，
封闭地下水源井68眼，整治非法捕
捞109起、非法围垦102起，侦办涉
水相关刑事案件13起。

巴公山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修复后造靓景

本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2020年9月，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启
动实施巴公山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进行生态修复
和景观打造，治理面积10平方公里。

该工程包括建谷坊 23 座；栽
植各种树木 3.6 万株，主要栽植海
棠花和榆叶梅两种乔灌木，打造
海棠花谷；栈道两侧种植山杏、杜
鹃等花卉灌木植物，并修建玻璃
吊桥、石栈道和凉亭等，以增加娱
乐性和趣味性。如今，海棠花谷
已成为当地旅游景点。

德岭山镇
“草垛垛”
成了牛羊“好口粮”

本报 1 月 20 日讯（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积极
探索秸秆饲料化，引进龙头企业对
秸秆资源进行转化利用，发展农业
循环经济，带动农民增收。

秸秆饲料化是将秸秆加工成秸秆饲料化是将秸秆加工成
牲畜饲料牲畜饲料，，实现秸秆集中规模化加实现秸秆集中规模化加
工工，，开拓秸秆利用的新途径开拓秸秆利用的新途径。。曾让曾让
农民头疼的秸秆农民头疼的秸秆““草垛垛草垛垛””，，加工后加工后
却成了牛羊的却成了牛羊的““好口粮好口粮””。。秸秆的回秸秆的回
收利用不但避免了焚烧秸秆对生态收利用不但避免了焚烧秸秆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污染，，同时为发展牛羊同时为发展牛羊
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草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草，，降低了养降低了养
殖户的成本殖户的成本。。

【面对面】

养鱼+休闲
靠河吃河新“吃法”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采访对象 高瑞平
时间：2021 年 1 月 19 日
地点：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

心村垂钓馆

记者：东海心村是大树湾黄河鱼的主要产
地，这里的黄河鱼肉嫩味鲜，村民基本都是卖鱼
养鱼，您为何独辟蹊径发展起了垂钓园？

高瑞平：早在 2004 年，我就开始养鱼了，当
时主要给东胜的钓场供鱼，干了十几年，有赔有
赚。2015 年，我想着与其给钓场供鱼，何不自
己开个钓场呢？说干就干，当年我就建起了垂
钓园，吸引了不少钓客。特别是去年投资 30 多
万元建起了这个室内垂钓馆后，生意就越来越
好了。你看，我这鱼池占地 1100 多平方米，每
天往池子里放 500 多斤鱼都不够钓的。来我这
儿的钓鱼发烧友很多，以前他们到了冬天没处
钓鱼，都说闷得慌。现在有了室内垂钓馆，可以
让他们在冬天里也能过把钓鱼瘾了。我还搞冬
季冰钓，吸引了不少人呢！现在，我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垂钓园上了，准备把养殖业和乡村旅游
结合起来，走“养鱼+休闲”的路子。

记者：东海心村目前有 100 多户村民养鱼，
卖黄河鱼的大小餐馆也有 30 多家，您经营的垂
钓园对当地养殖业有什么促进作用？

高瑞平：我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我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除了自除了自
己搞垂钓促增收己搞垂钓促增收，，更重要的是得带动村民一起更重要的是得带动村民一起
致富致富。。去年去年，，我的垂钓园回收了当地村民我的垂钓园回收了当地村民 55 万万
多斤鱼多斤鱼，，帮助许多养鱼户解决了销售问题帮助许多养鱼户解决了销售问题。。这这
几年几年，，除了经营垂钓园外除了经营垂钓园外，，我还尝试养螃蟹我还尝试养螃蟹、、种种
荷花荷花，，还开起了农家乐餐馆还开起了农家乐餐馆。。现在现在，，我年收入我年收入
2020 多万元问题不大多万元问题不大，，也算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也算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了了。。靠河吃河靠河吃河，，我们现在有了新我们现在有了新““吃法吃法””，，以后的以后的
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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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分析排污行为

山西环保智慧系统
助力污染防控

近日，山西的一次重污染橙色预警期间，太
原一家水泥生产企业应按相关规定采取措施限
产。而环保智慧“电侦察”系统发现：该企业 7 时
到 22 时用电负荷在 4000 千瓦左右，22 时后陡
增至 8000 千瓦左右。这意味着，这家企业在白
天采取了限产措施，22 时以后没有执行限产规
定。在铁的证据面前，企业承认了自己的违规
生产，并接受相应处理。

这套环保智慧“电侦察”系统源自国网山西
电力公司对电力大数据进行数据化创新，与山
西生态环境部门合作，对重点监测的 4000 余家
工业企业的用电数据开展分析建模，推出的大
数据分析应用系统。

据介绍，该系统包括生产活跃度监测、排污
行为分析、违规生产预警三大板块，可精准分析
工业企业生产活跃度，实现对重点监测企业的
排污行为精准“画像”。这套系统基于被监测工
业企业日用电量数据及 24 小时用电负荷数据，
构建电力产能比指标，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用电
状态、习惯，为区域污染源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近期，山西全省出现了大范围轻度至中度
污 染 天 气 ，部 分 城 市 短 时 段 达 到 重 度 污 染 天
气。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应对重污染天气调
度令，对 4000 余家“工业源减排清单”上的企业
执行橙色等级应急减排措施。

同时，环保智慧“电侦察”系统也开始发挥作
用：电力产能比大于等于90%，将被认定为无管控
措施企业；电力产能比大于等于10%、小于90%的
被认定为限产企业；电力产能比小于10%的，被认
定为停产企业。并据此比对，重点监控企业是否
可能存在违规生产排污行为，做进一步深入核查，
以便对其采取及时、精准的治理措施。

“这套系统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对重点工业
污染源进行全过程监控，被充分应用至生态监管
执法、排污量预警等多个环保领域，大大提升环保
监管、执法的及时性、精准度，降低了执法成本。”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贺中伟说。
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01 月 04 日第 14 版）

本报记者施佳丽整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夏天，我们住在草原上的毡房里，看着牛羊悠
闲地吃草，充分体验大自然的馈赠；冬天，我们回到
城市，住在采暖很好的楼房里，不用再害怕寒冷，完
全是城里人的生活⋯⋯”端着热气腾腾的奶茶，64
岁的宝音乌力吉满足地介绍着他们与众不同的生
活。

宝音乌力吉是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额尔敦
塔拉嘎查的牧民。家里老两口，有 6700 亩草场、
300 多只羊和 50 多头牛。老两口夏季在牧区放
牧，冬季在锡林浩特市“养生”，他们管这叫“两地”
生活。

在牧区，宝音乌力吉除了养畜，还是生态管护
员，每个月 3000 元工资；在锡林浩特市，老两口都

有养老金，都上了新农合保险，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75%，家里年纯收入有 10 多万元。

“在我们这儿，大部分牧民都过上了‘两地’生
活——在牧区养畜，在城市生活。以往过度放牧让
草原伤痕累累，如今‘减羊增牛’政策的实施，保护
了草原，保护了我们的家园。”宝音乌力吉说。

锡林郭勒盟总面积 20.3 万平方公里，其中草
原面积 19.2 万平方公里。然而，多年的过度放牧一
度让草原“伤心欲绝”。“我们连续 3 年对部分草原
进行了监测，草原斑块化和碎片化严重。”东乌旗林
草局副局长杜森云说。

锡林郭勒盟委、行署把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摆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严格执行禁牧休牧、草
畜平衡制度，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推出农区禁牧、沙地禁羊措施，努力实现禁牧区
零 放 牧、平 衡 区 不 超 载 ；重 新 核 定 了 2016 年 至

2020 年全盟天然草地冷暖季载畜量，全覆盖签订
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从源头上减轻草原生态承
载压力。

为了保障牧民生活，该盟提高了各项生态保护
补助标准，禁牧补助由每年每亩 2.64 元提高到了 9
元；增加沙地、水系、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试
点禁牧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 30 元至 65 元，覆盖
面积 200.5 万亩；固定打草场补助每亩每年 5 元，草
畜平衡补助每亩每年 3 元。

据统计，2011 年至 2019 年，全盟草原平均植
被盖度 45.26%、牧草高度 26.29 厘米、产草量每亩
57.9 公斤，较 2000 年至 2010 年平均值分别提高
4.91 个百分点、0.46 厘米、每亩 18.32 公斤，植物丰
富度、一年生物种数、地上生物量明显提高。

“牲畜少了，我们的收入反而多了。穿行在草
原与城市之间，感觉美美的。”宝音乌力吉说。

““两地两地””生活生活，，感觉美美的感觉美美的
【【新动能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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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雪道上，冰雪运动健儿闪转腾挪、追赶超
越；雪场内，戏雪欢声阵阵，人们尽情享受热

“雪”沸腾的动感冬季⋯⋯眼下，在冰天雪地的
兴安盟阿尔山，“冷资源”爆发出了“热能量”，市
民和游客在欢度元旦、喜迎春节的同时，尽情享
受冰雪、拥抱冰雪。

阿尔山纬度高、冬季长，有着近 7 个月的冰
雪覆盖期，被称为“东方瑞士”。近年来，阿尔山
市深入贯彻落实“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指示精神，积极响应“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号召，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加快构建
冰雪产业发展体系，着力绘好“山水图”、打好

“生态牌”，大力发掘“冷资源”、打造“热产业”，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观赏体验，呈现出越“冷”
越“热”的景象。

冰雪节是阿尔山市多年以来持续重点打造
的冬季旅游品牌，已经成为阿尔山市走向全国、
拥抱世界的舞台和桥梁。雪地足球、速度滑冰、
雪地冰球、雪地马拉松、雪地悠波球、雪地碰碰
车、雪地拔河⋯⋯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冰雪运动，
使冬季体育运动与冬季旅游深度融合，让阿尔
山俨然成为一个冰雪旅游的超级趣味运动场。

除了梦幻般的冰雪乐园，阿尔山市教育园
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研学课程也紧紧围绕冰
雪运动开展起来。这个冬季，教育园区内浇灌
室外冰场 8000 平方米、室内冰场 2100 平方米，
还堆设了雪坡，另设了室内各类功能体验教室，
能同时容纳 500 人开展活动。

滑雪。 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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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冻河漂流。 姜明 摄

雪地保龄球。 姜明 摄

“网红”打卡不冻河。 姜明 摄

银色胡杨亦超然银色胡杨亦超然。。敖东敖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