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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韩继旺
巴依斯古楞

3 月 22 日上午，中国·内蒙古粮
食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北京发布。这
是全国首支粮食发展综合评价指
数，一组组数据让人兴奋不已。

2020 年，粮食产量达 732.8 亿
斤，创历史新高，实现“十七连丰”。
粮食生产、粮食购销、综合保障能力
分项指数显著增长，成为驱动总指
数上升的重要因素。

粮食净调出量由 2015 年的约
30 亿斤增加到 2019 年的约 200 亿
斤，增长了 6.72 倍。到 2019 年，内
蒙古粮食调出量指数显著上升，达
214.29 点 ，较 基 期 上 涨 114.29% 。
这表明，内蒙古销往区外的粮食越
来越多。

“指数化”数据，是我区粮食高
质量发展的佐证，也是我区成为国
家的“粮仓”“肉库”“奶罐”的最好证
明。

“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时
期，各地要不违农时地谋划好组织
好各项工作，加强农机、农资、种子
供应储备，研究搞好市场供需调度
和产销对接，为今年粮食丰收和农
民增收打好基础。”3 月 16 日至 17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巴彦
淖尔市河套灌区调研时强调。

回眸2020，成绩令人振奋——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业 稳 中 有 进 。

2020 年，全区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
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725.2 亿元，完成增加值 1039.5 亿
元，加工转化率达到 65%。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形成奶业、玉米 2 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和肉牛、肉羊、马铃薯、杂粮、小
麦、向日葵、蔬菜、羊绒、大豆、饲草
等 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创建了内
蒙古草原肉羊、河套向日葵 2 个国
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和产业强镇
建设成效明显。已创建 3 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了 7 个自治区
级产业园，创建了 27 个产业强镇，
形成主导产业地位更加突出、产业
链条深度融合、经营主体不断壮大
的县乡产业发展新格局。

培育壮大区域公用品牌。创建
了 10 个国家级、19 个自治区级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锡林郭勒羊肉、科尔
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
等 11 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0
年“天赋河套”品牌影响力指数位居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第一，授权产品
实现溢价 30%以上。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累计认证总数达到 2136

个，总产量 913.21 万吨，有机产品产
量全国第一，对 18 个地理标志产品
实施了保护工程，5 个产品入选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单。

⋯⋯
开局“十四五”，启航新征程。

应变局、开新局，稳住“基本盘”、守
好“压舱石”。

放眼全区，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持续发力，农牧业由增产转
向提质，农牧业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加速构建。

镜头 1——
“收获季”来了

虽然是春季，但对于临河区白
脑包镇民富村农民李世忠来说，他
的“收获季”已经到来。“这栋温室从
3 月中旬开始采摘，每天采摘 1000
多斤黄瓜，每斤能卖到 2.7 元。”正在
鲜农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温室里
采摘黄瓜的李世忠乐呵呵地说。

2012 年，李世忠将老家的 70 多
亩土地转包出去后，以每亩 1.5 万元
的价格承包了产业园里的一栋占地
3 亩的温室大棚，年收入达到 20 多
万元。从种苗供应、科技服务到瓜
菜销售，全程由企业负责，他和老伴
儿按照种植规程打理好温室就行。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立足农牧
业资源优势，以“天赋河套”品牌为
引领，全力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
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服务输出基
地，统筹整合涉农涉牧资金，加大对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的扶持和培育力度，推进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培育
引进恒丰、兆丰、河套酒业等一大批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全 市 销 售 收 入
500 万元以上的农牧业产业化加工
龙头企业达 290 多家。与此同时，
因地制宜鼓励和引导种养大户、流
通大户、经纪人组建种植业、养殖
业、加工业、林业、渔业以及社会化
服 务、流 通 等 专 业 合 作 社 5600 多
家，有力促进特色农畜产品就地转
化增值。

在五原县天吉泰镇二合永村，
村民王永杰家靠着龙头企业带动走
上了致富路。

“前年，我从金草原公司领回 25
只母羊和 1 只种公羊进行饲养，去
年向企业交售了 66 只羔羊，卖羊收
入 7 万多元，当年就回本了。再加
上自家的 27 亩地种着玉米、葵花，
去年纯收入超过 10 万元。”聊起收
入，王永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王永杰口中的“金草原公司”，
是当地的一家肉羊养殖加工全产业
链企业，存栏繁育母羊 15 万只，年
出栏加工谷饲羔羊 45 万只，已经成
为目前全国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金

草胡羊养殖基地。
从产业链到致富链，巴彦淖尔

市着力构建打造地域特色鲜明、利
益联结紧密的农牧业产业体系，重
点培育形成粮油、乳肉绒、果蔬、蒙
中药材、饲草、生物质能等六大优势
特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通过订单契约型、服务协作型、
股份合作型等 9 种农企利益联结方
式，全市农企利益联结覆盖率已经
达到 80%以上，辐射农畜产品加工
转化率达到 75%，20 万户农牧民进
入产业化经营链条。2020 年，全市
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684 元，比上年增长 8.5%。

镜头 2——
“算账养畜”是方向

3 月 26 日，位于东乌旗乌里雅
斯太工业园区的民族传统产业创新
创业园里人声鼎沸、乳香四溢。该
旗推进奶业振兴暨民族传统奶制品
产业发展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

近年来，东乌旗通过“奶农+小
作坊+销售点”“奶农+合作社+公
司”等模式推进奶业发展，使全旗奶
制品生产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集
约化发展之路。

在一系列奶业振兴扶持政策的
引领下，传统奶制品产业迎来蓬勃
发展的春天。截至 2020 年底，锡林
郭勒盟民族奶制品 SC 生产企业达
到 14 家 ，登 记 的 规 范 小 作 坊 达 到
528 家，待规范的家庭式小作坊有
500 多家。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
优势，全域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加
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发
展步伐，不断提升畜产品的高端供
给，促进畜牧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深层互动，逐步走上现代化畜牧
业发展之路。

2020 年牧业年度，全盟牲畜存
栏数较“十二五”末压减了 236 万头
只，压减幅度达到 15%，基本实现了
草畜平衡。期间，锡林郭勒盟一方
面采取“天然放养+舍饲补饲”的方
式，全面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
促进草地自我修复；另一方面，通过
实施“减羊增牛”，走“少养精养、算
账养畜”的路子，打造全国肉羊优势
区、特色肉牛产业带，既保证了草畜
平衡，又促进了牧民增收。

“十三五”时期，锡林郭勒盟大
力发展以安格斯、西门塔尔为主的
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和乌珠穆沁羊、
苏尼特羊、察哈尔羊为主的优质良
种肉羊产业，着力打造中国中高端
生态畜产品之都。2016 年以来，累
计投入资金 3.66 亿元，共引进优质
良种肉牛 9.92 万头。如今，锡林郭
勒盟安格斯肉牛养殖规模已居全区

首位。今年，全盟种牛场将达到 20
处、核心群达到 300 群，肉牛存栏将
达到 180 万头。

目前，该盟 13 个旗县市（区）的
畜产品生产基地均获得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认定，50 个畜牧业产品获得
无公害农产品认定，“乌珠穆沁羊
肉”“苏尼特羊肉”“察哈尔羊肉”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提出：促进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优质高效转型。坚持绿色兴农兴
牧，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为重，积极
发展生态农牧业，提高农牧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增加优质绿色农畜
产品供给。聚焦区域优势品种，优
化农牧业生产结构，增加优质高蛋
白、功能性大豆供给，发展优质粳稻
和中强筋小麦，建设马铃薯种薯基
地，实施奶业振兴工程，推进肉牛、
肉羊等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因地制
宜建设若干特色农畜产品产业带和
农 牧 产 业 集 群 ，打 造 区 域 公 用 品
牌。实施种养加结合、草畜一体化
工程，加快发展现代饲草产业，大力
调整玉米种植布局和品种结构，培
育壮大玉米生物制药等产业。

路径，清晰准确；行动，坚定有
力。当新芽和花蕾挂上枝头的时
候，生机勃发的内蒙古大地又给人
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提升现代农牧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能
力，推进农牧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新建高
标准农田 459 万亩，持续推进盐碱
化耕地改良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守住耕地红线，规范占补
平衡，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建设农作物、林草和
畜禽种质资源库，提高育种创新、良
种繁育能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
强化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

——深入推进奶业振兴，鼓励
以混合所有制形式建设奶源基地和
牧场，支持传统乳制品产业化、品牌
化发展。推行标准化饲养，加快肉
牛肉羊产业发展，支持肉乳兼用品
种发展。

在发展定位上突出“全面”，在
工作谋划上突出“务实”，在目标追
求上突出“致远”。

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农牧业结
构调活调优，产业融合度稳步提升。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上，找准定
位、锚定目标，全力建设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正如火如荼，迸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

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
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毫不放松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品牌化，并同发展文化旅游、乡村旅
游结合起来，增加农牧民收入。

——摘自 2021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专家点评

行稳致远
建好“压舱石”

◎安华祎

粮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
肉类产量实现“十六连稳”，名特
优新农产品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玉米、奶牛、肉牛、肉羊等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建设蹄疾步稳⋯⋯近
几年，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
农牧业，不仅成为地区发展的“压
舱石”，也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
自己应有的力量。

众所周知，内蒙古区位优势
独特、资源禀赋突出、生态环境优
良，是生产绿色农畜产品的“天赐
宝地”，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粮仓”

“肉库”“奶罐”。把内蒙古建设成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区一以贯之的
殷切期望，更是我们锲而不舍的
目标和责任。

不行不至，不为不成。实践
证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不能仅仅依靠大自然的馈
赠，更要走好高产、高效、优质的
现代农业发展路子。各地要始终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的方针政
策，推动农牧业发展向优质高效
转型；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和市
场需求，坚持宜粮则粮 、宜牧则
牧、宜林则林，不断优化农牧业区
域布局和生产结构；要千方百计
推动产业链往下游延伸、价值链
向中高端攀升，打造更多专业化、
规模化的产业集群。

好山好水出好果，好果还得
好吆喝。科尔沁牛肉、兴安盟大
米、乌兰察布马铃薯、大兴安岭黑
木耳、河套面粉、武川莜面⋯⋯近
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区集聚
多元优势的“蒙字号”产品越来越
受消费者青睐，释放出无与伦比
的品牌魅力与市场活力。建设国
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亟需
我们推出更多具有内蒙古特色、
高品质、有口碑的“金字招牌”，让
更多纯天然、无污染、好味道的农
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东风入春化雨，汗水落地生
金。前不久，内蒙古农畜产品全
程质量控制体系试点建设考评位
列全国前三。乘胜追击、主动作
为，练好内功、提质增效，就定能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把
产业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行稳
致远建设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

奋力推进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
◎包思勤

建设国家
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是习
近平总书记为
内蒙古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而量身定制的发展战略定位。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和鼓励内蒙
古抓好“三农三牧”工作，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进一步指出：“要发展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
牧业产业化、品牌化，并同发展文化
旅游、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增加农牧
民收入。”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发挥内
蒙古得天独厚的农牧业资源优势和
农牧业产业化优势，坚持打好绿色牌、
特色牌、质量牌，从战略高度加快布局
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清洁化
数字化转型，力争“十四五”时期实现
我区农牧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
益型的历史性转变。坚持绿色兴农
兴牧，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生态保育型农牧业；显著提高农牧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幅增加优质
特色安全的绿色农畜产品供给；全面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
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评论

物阜仓稳 绿富同进
内蒙古是全国粮食主产省区之一，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聚焦聚力结构调整、优势转化、提质增

效，提高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深化农牧企利益联结机制，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
民富裕富足。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内蒙古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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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再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