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 2日讯 （记者 钱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获悉，2020 年，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深入实施农牧业品牌战略，积
极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该旗聚焦打造河套全域绿色
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以质量安全为前提，持续打
造肉牛、奶牛、番茄、西甜瓜等特色
种植养殖品牌。截至去年底，全旗
认 定 有 机 绿 色 标 准 化 生 产 基 地
95.5 万亩，认证绿色食品 43 个、有
机食品 12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2
个，37 家企业完成了“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的注
册、填录、入驻工作，12 款农产品
授权使用“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
牌。

杭锦后旗
12款农产品授权使用
“天赋河套”
区域公用品牌

本报2月 2日讯 （记者 钱其
鲁）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去年，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水利局累计
投入资金 2508 万元，大力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提升了水利惠
民水平。

据了解，2020 年，鄂托克前旗
水利局针对全旗饮用水中氟、砷、
硝酸盐等矿物质超标地区的水质
状况，先后实施了饮水型氟、砷超
标地方病防治及农村牧区苦咸水
改造等工程，解决和改善了该旗
农村牧区 3529 户 11783 人的饮水
水质和饮水条件，进一步提高了
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奠定了基础。

鄂托克前旗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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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
接二连三
到我家

□讲述者 三月

我叫三月，今年 73 岁，是通辽
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仓嘎
查的村民。我和老伴儿身体都不
太好，儿子和媳妇也有病，医药费
每年得好几万元。孙女几年前考
上了大学，学费生活费也不少，那
会儿我家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家人
经常愁眉不展。

2014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自此，好政策接二连三
落到我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6年，嘎查党支部开展产业
扶贫，为我家提供了 3.6 万元金融
扶贫贴息贷款，我买了 4头带犊母
牛在扎如德仓养殖小区饲养，年底
出售了 3 头牛犊，当年收入 1.6 万
元。嘎查党支部还引导我家发展
庭院经济，免费提供了李子树苗、
葵花籽等，我和老伴儿种了蔬菜，
当年增收 1000 多元。如今李子树
已进入盛果期，加上葵花、蔬菜，年
收入有七八千。2016年，我家共收
入26340元，顺利脱贫。

根据教育扶贫政策，政府为我
孙女提供了生源地助学贷款 8000
元，还无偿提供了 2万元的教育扶
贫资金，最终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了
大学学业，目前她在积极准备考
研。医疗扶贫方面，我儿子儿媳看
病、吃药、住院，国家都给予了很多
减免，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
担。

现在，我家有耕地 65 亩，加上
养牛、庭院经济，生产能力还不错，
经济收入有保证。这两年，我和老
伴儿的心情好了，身体好了许多。
孩子们也没再住院，身体状况比较
稳定，医药费也花得少了。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整理）

□本报记者 李晗

沿着G303路一路向北，来到通辽市科左
中旗门达镇四合村，哞哞哞的牛叫声此起彼
伏，记者寻声而行，走进了村民刘振玖家。

刘振玖是土生土长的四合村人。据他
回忆，以前村里人以种地为生，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光靠种地，收入没保障。这几
年家家户户都养上了牛，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了，日子也‘牛’起来了！”

“2019 年前，我一直在外面搞运输，赚
得不多，还总是不着家，日子没啥希望和盼
头。后来听说家乡发展肉牛养殖产业，我
就回来了。”说起当时的决定，刘振玖记忆
犹新。返乡后，他拿着借贷凑起来的 20 多
万元本金买了 20 头肉牛，带着刚刚高中毕
业的儿子当起了牛倌。

刚开始，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刘振玖
家的牛长得很慢，还经常生病，收益并不
好。他顶着压力咬牙坚持，买来专业书籍
学习养殖技术，经常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

养牛知识，慢慢地，自己变成了养牛专家，
不仅把自家牛养得膘肥体壮，还经常帮助
邻里配药。经过两年发展，刘振玖家的牛
从 20 头发展到了 140 头，2020 年的出栏量
也达到 80 头，成了村里的百万元大户。“我
会继续投资肉牛养殖，现在政策这么好，更
要加把劲儿努力干。”说起未来，刘振玖充
满信心。

“门达镇因地制宜、因户施策，走以农牧
户自繁自育为主的‘小规模、大群体’肉牛
养殖之路。肉牛产业是促进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的重要载体，也是我镇今后发展的重
要方向。”门达镇副镇长陈光伟说，门达镇
还通过发放肉牛养殖贷款、托管代养、嘎查
村“党支部+合作社”、申报金融信用村等途
径助力肉牛养殖，集中精力搞好养殖、防
疫、销售等环节的全程优质服务。

近年来，科左中旗下大力发展百万头肉
牛养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全
旗牛存栏 52.2 万头，新改建人畜分离肉牛
养殖村 25个，切实推动了畜牧业向集约化、
现代化、规模化发展。

四合村家家户户“牛”起来

本报2月 2日讯 （记者 钱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获悉，2020 年，我区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加大工作督导力度，优质
粮食工程建设进度加快，且项目运
营效率不断提高。优质粮食工程共
为农民增收 2.6亿元，节粮减损 20.1
万吨。

据悉，2020 年全区优质粮食工
程共完成投资9.5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规模的114.5%；遴选 15户企业的
45个产品为“内蒙古好粮油”产品，
并申报“中国好粮油”产品遴选；粮
食 产 后 服 务 体 系 设 备 利 用 率 达
99%，有效解决了“地趴粮”问题；
373 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收购原粮
613 万吨，71 个“内蒙古好粮油”项
目收购原粮 139 万吨，粮食检验监
测体系完成 1213 个政策性粮食抽
检样品。

我区
优质粮食工程
去年完成投资9.5亿元

本报2月2日讯 （记者 袁溪）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
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绿色高效种
植与科技示范”取得多项科技成
果，通过了自治区科技厅组织的专
家组验收。

为有效解决我区蔬菜产业发
展中存在的设施结构不规范、设
施果蔬种类单一、新品种引种与
应用速度慢等问题，我区设立“绿
色高效种植与科技示范”重大项
目，由包头市九原区哈业胡同镇
农牧业服务中心、内蒙古新神农
园林有限公司共同实施。

项目实施期间，累计引进日光
温室作物瓜菜新品种 273 个，筛选
出适宜高寒地区日光温室生产的
果蔬新品种 39 个，其中多数为包
头地区首次引种和试种，为高寒地
区日光温室果蔬生产和多品种、多
花色产品配送经营模式提供了品
种支撑，还形成 6 项以生物天敌和
物理器械为基础的病虫无害化防
治技术规程。

我区
“绿色高效种植
与科技示范”项目
通过专家组验收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我们是举全家之力发展
桃树和鲜切花的培育种植。四
五月份，本土鲜桃就可以大量
上市了。”正在大棚和妻子打理
桃树的李兰军说。

李兰军爱了一辈子花花草
草，还把这份爱“遗传”给了女
儿女婿外孙女。15岁那年，他
从河北老家来到呼和浩特市做
花盆生意，养过花，种过大棚，
开过花店……后来结婚，有了
孩子，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在花
棚里长大。再后来，花棚成了
女儿的女儿的托儿所。

2012年，大学毕业的姐妹
俩发现，鲜切花日益成为首府
市民的消费时尚，而外地空运
鲜花价格昂贵、本地尚无成规
模的花卉供应商。目标锁定：
在赛罕区巴彦镇罗家营村建首
府最大的花卉种植基地。2013
年底，他们租了罗家营村 152
个大棚做起了花农。2014 年
春，两姐妹成立内蒙古蒙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继

父亲之后，两姐妹又双双成为
科技特派员，同年底，蒙兰公司
旗下的蒙兰花果山采摘园入选
科技部第一批国家级“星创天
地”名录，成为自治区 21家入
选基地之一。

两代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花农，科技兴业是他们的意识
主线。李兰军夫妇打理着四十
几棚鲜花，主攻大青山野生花
卉驯化；女儿女婿们经营着29
棚桃树，做着桃花仙子梦。李
兰军说：“首府有着独特的区位
优势，交通便利、土质优良、日
照充足，打造规模化花卉种植
基地条件成熟。”

独富不如众富。蒙兰公司
以“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鼓励当地村民在自家大
棚种植鲜花，并提供种苗和技
术，统一收购销售，以此践行

“星创天地”推广一项技术、带
动一批农户、致富一方百姓的
使命。

一个梦想 两代“花痴”

打理桃树打理桃树。。

四五月鲜桃上市四五月鲜桃上市。。

供应春节市场的非洲菊供应春节市场的非洲菊。。

蜜蜂授粉可提高坐果率蜜蜂授粉可提高坐果率。。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起网喽……”，随着渔把头一声喊，鱼网被
绞盘缓缓拉动，从水里露了出来，一条条肥硕的
鲢鱼、鲤鱼在水中翻腾跳跃，应声入网，参观的
人群一阵欢呼。

这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岭山水库国
家水利风景区冬捕节的一个场景。冬捕是我国
北方民间传统的渔猎活动，每年的12月下旬至
春节前是进行冬季捕鱼作业的黄金期，迄今为
止，德岭山水库国家水利风景区冬捕节已经举
办了五届。

执行冬捕的是内蒙古小海子生态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旗下的小于冬捕队。“冰层厚度大约
50厘米，前一晚就将沉底纲绳下入库底，清晨
开始下网。”冬捕队队长于新源说，“中午12时
开始收网，随着网里的鱼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冰
面上好像开了锅一样。人欢鱼跃，腰包想不鼓
都不行！”于新源说。

“我今年第一次试网就捕到了一条快有人
高的大胖头鱼，重20斤 3两，是今年冬捕节首
网的头鱼。”德岭山镇乌兰敖包村农民苏四笑
逐颜开。13时许，收网接近尾声，此时已经有
1万多斤鱼出水。“德岭山水库冬捕‘爆网’，单
网出鱼4万多斤！这些都是2018年投放的鱼

种，3到 5两规格共 25万尾，以人放天养的模
式生长。今年，总产量预计达七八万斤。”于新
源说。

有着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
区、国家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等称号的德岭山水
库，位于海拔1200米的乌拉特草原，由天然雨
水汇集而成，水库占地面积2.3万亩，水域面积
1万亩，总库容量8670万立方米，属于国家中
型水库。德岭山水库离海流图镇20公里，水生
动植物分布量大，饵料资源丰富，水产养殖业发
展迅猛，所产的鲢鱼、鳙鱼、鲤鱼、鲫鱼四大品种
以无公害绿色闻名。

巴彦淖尔市拥有较为丰富的水面资源。

近年来，该市不断完善旅游规划，科学整合旅
游资源，大力实施“旅游+”战略，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四季旅游。各旗县区依托优势资源，
以“渔”为媒，大力发展集休闲垂钓、观光度
假、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休闲渔业。每年冬捕，
都会吸引大批客商和游客到此观鱼品鱼，让
该市的旅游业在寒冬中不断升温。

随着旅游业向纵深发展，旅游资源被赋
予更广泛的内涵，原本属于农业范畴的乡野
风光、田间耕作、农产品等，均成为可被开发
的旅游资源。截至目前，该市已经创建全国
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4个，休闲渔业产值达到
4687万元。

“人欢鱼跃，腰包想不鼓都不行！”

□张慧玲

出门旅游，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体验感、愉
悦感。一个地方如果玩儿的项目少，玩儿得
不尽兴，就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不会有
回头客，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自然也就不容
易。

一条鱼所能卖到的价格是有限的，可是，
通过游客喂食、坐船出海，垂钓等花样翻新的
玩儿法，鱼的身价便突飞猛涨起来。如果再
吸引游客到渔家乐吃个饭、住一宿，因鱼而生
的收入就更多了。巴彦淖尔市立足资源优
势，实施“旅游+”战略，以“渔”为媒，做足了集
休闲垂钓、观光度假、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休闲
渔业这篇大文章。

冬捕作为休闲渔业的一种，已经产生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巴彦淖尔市，休闲渔业
作为增加农牧民收入、推动渔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正越来越受
到关注。正是因为玩儿法越来越多、越来越
新，这个拥有丰富水面资源的地方，才有了寒
冬中人欢鱼跃的景象，才有了老百姓腰包越
来越鼓的丰厚回报。

多点新玩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