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李洋洋

人勤春来早。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柳河
村村民王冬梅早早就开始了备春耕，选蒜瓣、
整地、备农家肥，忙得不亦乐乎。“别看我家这
个菜园子不大，每年带给我的收入可不少。
一茬紫皮蒜、一茬大白菜，收入 1 万元没问
题！”王冬梅算着田园账。

突泉县以现代农业为根基、以养殖产业
为支撑、以农旅融合为翅翼，持续挖掘多元经
济腾飞元素，不断拓宽产业发展半径，布好乡
村振兴“先手棋”。该县采取政府引导、协会

助力、群众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挖掘“一村一
品”发展潜力，打造品牌，促农增收。截至目
前，该县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子都建起了“一村
一品”产业，拓宽了致富渠道，突泉镇新生村

“新生葡萄”、太平乡五三村“五三大蒜”、六户
镇和胜村“和胜香瓜”等已经成为全县的明星
品牌。

突泉镇新生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村，种
植葡萄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全村70%以上的
贫困户靠葡萄种植脱了贫。“下一步，要继续
做大做强葡萄种植业。”新生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永久说：“葡萄就是我们村的优
势特色产业，我们要主动作为推动这个产业

的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得益于九龙乡新风村创新推出的“村牛

户育”养殖模式，高永成圆了养牛致富梦。
2020年，高永成老两口养起了牛，当年还收益
了5头小牛犊。高永成说：“牛是村里放到我
家代养的，3年一个养殖周期，第一年和第三
年出生的牛犊归我，第二年出生的牛犊归村
里，3年后，大牛还给村里。这是脱贫牛，也是
我的致富牛！”

为养而种、为牧而农，“牧业再造突泉”，牛
产业成了全县百姓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截
至目前，突泉县已累计投放“牧业再造突泉”贷
款8.41亿元，全县牛存栏数达到12.3万余头。

百姓富了，乡村美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成
了人们节假日的旅游胜地。杜尔基镇的明星
村和东泉村在明星湖畔，风光秀美，鱼宴做得
特别好，备受游人欢迎。“乡村旅游越来越火，
城里人来到农村，我们要让他们乘兴而来、满
意而归，让他们知道，农村很美、很好。”东泉
村党支部书记庄立辉说。

突泉县根据一些重点村的特色和优势，
紧抓项目机遇，大做农旅融合文章，打造“生
态+旅游+销售”三位一体新型农旅融合示范
区，突泉镇红星村南湖公园旅游驿站、太平乡
白庙子村金柱家庭农场、水泉镇合发村侯宏
章采摘园等，均已成为热门乡村旅游景点。

“一村一品”，这里的乡村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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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一首
《寄芸》唱出了无数外出打工者的辛酸，也唱哭了
无数网友。就业是民生之本，如果能有更好的选
择，谁愿意丢下家人，背井离乡地外出打工？

如今，这样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正如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康布尔村的村
民一样，越来越多的老乡选择在家门口打工，
不仅能挣到不比外出打工少的工资，还能就近
照顾家人，可谓一举两得。家门口就业，给老
乡们带来了稳稳的幸福，也为全面小康生活铺
上了暖心的底色。

有一种幸福叫家门口就业，不用去远方，家
门口就有好岗位，不用脱离从小玩到大的圈子，
家里有事能及时搭把手。当然，家门口就业需
要产业作为依托，要让老乡们更好地实现家门
口就业，需要在做强做精做细产业支撑的基础
上，在产业布局、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上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家门口就有
好岗位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赵冬霞

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康
布尔村，分列通村公路两侧的 10栋温室大
棚、11栋冷棚格外抢眼。正是草莓采摘季，
村民们出出进进，十分忙碌。

田向荣手法熟练地将草莓从枝蔓上摘下
来，不一会儿就装满一筐。“草莓好不好
卖？”“这些草莓‘吃’的是有机肥、‘住’
的是阳光房、‘睡’的是绳吊床，长出来后
鲜嫩多汁、营养丰富，还能不好卖？”田向

荣说。
这段时间，田向荣很忙，每天都能售卖

七八十斤草莓，开园以来已经售出 2000余
斤，收入近 2万元。单靠这 1栋温室大棚，
田向荣一年净收入就能超过5万元。“没有党
的好政策，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田向
荣说。

田向荣是2015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需要他照顾，不能
外出打工。这几年，村里实行土地规模化经
营，他将家里50多亩地进行流转，劳动力被
解放出来，村里建起的大棚又让他实现了家

门口再就业。“土地流转费加上大棚收益，
年纯收入达到10余万元，这个收入相当不错
了。”田向荣心满意足。

托起村民增收致富新希望的大棚项目，
是旗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驻康布尔村驻村工作
队着眼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聚资金、育市
场，通过“贫困户 （农户） ＋合作社＋市
场”精准脱贫运营模式，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339万元投建而成的。

“政府引导群众干、合作社组织农户
干、能手带着新手干。”驻村第一书记王永
军说。王永军还带着驻村工作队外出“取

经”，引进山东寿光的冷棚项目，“冷棚+暖
棚”，成了康布尔村的新景观。

菠菜、油菜、茼蒿、香菜、芹菜……冷
棚里10余种蔬菜长势喜人。11栋 35亩冷棚
年产蔬菜100吨，属村集体经济所有，目前
被承包运营，每年村集体有 10万元承包收
入。“有了冷棚，我们可以比大田提前一两
个月育苗、提前一两个月种植；有了暖棚，
我们可以一年四季有地种、有苗长。这样，
全年都能衔接上，冷棚暖棚种植的农作物互
相弥补收益，干旱和洪涝都不怕了，可以更
大程度保证收入。”王永军说。

康布尔村：忙忙碌碌中的幸福味道

□讲述者 杨茂

我叫杨茂，今年 73 岁，
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
召镇沟心召村村民，因为种
植旱地红葱，人们都叫我“葱
奶奶”。

我是当地最早引进红葱
的种植户，种植历史已近半
个世纪，凭着一股不甘贫穷
的倔强，几十年来在沙梁上
先后开出 200 多亩土地，把
旱地红葱种成了当地特色，
我家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红
葱大王”，产品销往山西、陕
西及我区呼包鄂等地。

红葱最喜农家粪肥，我
就把柠条撕碎施进地里，能
培出油浸浸的黑土，红葱也
长得墨绿葱茏，这无疑是一
种绝佳的生物肥。我想把这
些经验技术推广开来，让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靠当地这些
资源图发展谋振兴。

去年，市场上一斤葱卖
到十块八块，我这里只卖 4
毛到 2 块钱不等，种植户的
效益其实并不高。我就想，
还是得有农户直接对接市场
的渠道，减少中间环节，这样
对种植户和消费者都有利。
于是，我和女儿筹建创办了
鄂尔多斯市智农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现有成员
26 户，总种植面积超过 500
亩。

我还想为鄂尔多斯旱地
红葱申请鄂尔多斯农产品地
理标志，然后申请中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同时拓展 1000
亩旱地红葱种植基地，并建
立相对稳定的市场销售渠
道。眼下，我们已经注册了

“智农天牧”商标，涵盖包括
红葱在内的 20 多个农畜产
品种类。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整理）

“葱奶奶”的
“碎碎念”

〖一线〗

临河区
开建农业全程机械化
科技示范园区

本报 4月 13 日讯 （记者 袁
溪）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日前，
农业全程机械化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宏光六
组启动，计划流转土地 1000亩建设
核心区，辐射带动 1万亩，推动该市
农业全程机械化新技术新装备试验
示范和推广。

据介绍，农业全程机械化科技
示范将使园区具备三大基地功能，
即以新品种为主的农机与农艺相结
合的农业新技术推广示范基地、以
农机新装备为主的先进适用农机化
试验示范基地和以农机合作社、农机
专业户为主体的新型农机社会化服
务创新基地。该市还将多措并举，以
全程机械化基地为依托、以农机专业
户为基础、农机合作社为骨干、农机
企业科研力量为补充，协同发展，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现代农业迈上
新台阶。

包头市
3年完成
户厕改造4.5万户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钱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包头
市全面开展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累计投入改厕资金0.95亿
元，3年共改造卫生户厕4.5万户。

该市按照因地制宜原则，科学选
择改厕模式，通过集中与分散处理相
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改厕工作，着
力补齐农村牧区发展短板，广大农牧
民如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加
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并采取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以工代补等方式，
多渠道、多途径、多元化筹资筹劳，建
立了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金共同参
与、村民投资投劳配合的资金投入体
系，为农村牧区户厕改造工作长期有
效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我区
分区整治黄河滩区

本报 4月 13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我
区明确在 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汛
期受洪水威胁较大、列入规划的滩区
建制村居民迁建工作，完善护岸控导
等工程建设，提升黄河防汛防凌安全
及生态安全能力水平。

我区将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
工作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要求各盟市按照防洪优
先、精准施策、治管并重原则，将自治
区黄河滩区划分为3个管理区域，分
区进行整治。黄河干流流经的 6盟
市则在滩区居民未迁出前就制定“一
村一策”防洪防凌预案，建立健全常
态化防汛防凌抢险机制。同时，进一
步加强黄河防洪体系建设，依法清理
滩区阻碍行洪、影响河势稳定的林
木，禁、限种滩区妨碍行洪高秆作物，
全力保障滩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李晓军 摄影报道

走进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富康新村
暖棚，工人们正忙着查看大樱桃树的长
势。他们仔细观测棚内温度，并为树枝剪
去残叶。

63岁的富康新村脱贫户孙占琴与丈夫
兰文住在棚里，因夫妻双方都没有稳定收入，
乡政府介绍兰文到富康新村暖棚长期务工。

“原来生活靠帮扶，如今生活靠自己的双手。
我在这里每天有100元的务工收入，一年能

挣 3 万多元，我和老伴儿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兰文高兴地说，“从大樱桃树的移栽到如
今结满果实，看着它们每一天的变化，心里有
说不出的高兴。4月下旬大樱桃就成熟了，
12个棚的总产量超过5000斤。”

近年来，大营子乡党委、政府将配套建设
的12栋高标准暖棚作为大樱桃种植示范基
地精心打造，总投资397万元，其中扶贫资金
317万元，壮大集体经济资金80万元。12栋
暖棚形成固定资产后，出租给大连的一家企
业经营，每年收取的租金除一部分用于发展
村集体经济外，大部分用于富康新村贫困户
分红，每人每年分红收入达到1000元。

化德县
物流配送
覆盖八成行政村

本报 4月 13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近年来，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立足资源优势，
围绕主导产业搭建电商平台，不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截至目前，化
德县共建成乡村电商服务站 43家、
物流服务站点 51个，物流配送行政
村覆盖率达82%。

据统计，该县年网上销售额达
到 6000 多万元，带动 1528 户贫困
户 2897 人实现了增收致富，初步
形成以销售羊驼绒絮片服装、特色
农畜产品为主的电商模式。该县
还全力打造县域公共品牌“塞北汉
丰”，进一步拓宽县域农畜产品的
知名度和竞争力。

樱桃樱桃 了了

分析樱桃长势分析樱桃长势。。

尝鲜尝鲜。。4月下旬进入成熟期。

采摘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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