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国新 王塔娜 康丽娜
帅政 金泉 阿古拉

初 夏 的 马 鞍 山 林 场 ，苍 松 翠 柏 掩
映，青枝绿草遍地，满眼绿色尽收眼底。

从 1962 年建场至今，马鞍山林场
始终坚持“大力造林、普遍护林”的办场
方针，森林面积逐年增加、森林质量明
显提升，植被覆盖率从原来的不足 40%
提高到现在的 98.8%。2019 年，马鞍山
林场被评为“全国十佳林场”。

马鞍山林场正是赤峰市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赤峰市地处西辽河上游、蒙冀辽三
省交界处，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
横贯东西，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市总土地
面积的 32%。这里不仅是京津冀地区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全国防沙治
沙重点地区。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赤峰市历届
市委、政府班子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
度出发，发扬“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坚
持不懈地开展植树种草、封山育林、小
流域综合治理等工作，千方百计改善生

态环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
委、市政府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时的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赤峰市成功跻身国
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市、国家森林城
市、自治区园林城市行列。“十三五”期
间，赤峰市新增营造林和人工种草 1622
万亩，完成水土保持治理 707 万亩、重
点区域绿化 87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5.8%。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赤峰市继续谱
写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新篇章，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

坚定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之
路。赤峰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
动摇，把强化生态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结
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在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方面，启动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深入推进“多规合一”；大力实施“飞地经
济”政策，推动已建成的非资源型工业企
业逐步向赤峰高新区搬迁，努力实现工业

经济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在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方面，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的转型
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如今，赤峰
云铜40万吨铜冶炼“退城入园”、技改升级
项目建成投产，拓佳电子产业园、泰领海
创生物科技园等高科技园区和项目让新
兴产业成为赤峰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绿色”厚植城市发展的最美底
色。赤峰市把植树造林作为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抓手，
紧密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能耗

“双控”等重点工作，引导和鼓励市场主
体推进绿色发展，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成为全市各
族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今年计划完
成营造林任务 60 万亩，将重点推进京津
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乡村绿化美化、
全民义务植树等重点工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风沙曾使田
庐没”到今天的“绿色长城筑北疆”，良
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赤峰市最大的
优势、最亮的品牌。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和
文化资源，赤峰市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赤峰市对全市
旅游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着力建设世
界地质奇观草原风景旅游区、契丹辽文
化和原生态草原体验旅游区、大漠休闲
和文化访古旅游度假区、森林生态和冰
雪运动休闲度假区、环中心城区生态休
闲体验区五大旅游片区，带动全市旅游
景区景点提档升级。“十三五”期间，全
市累计接待游客 8657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1349 亿元，旅游业正成为拉动
该市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
生态化”的思路，赤峰市坚持兴林与富
民相结合，稳步推进高效丰产经济林建
设，经济林成为农村牧区群众脱贫致富
的重要支柱。目前，全市经济林保有面
积达到 121 万亩，其中结果面积 65.5 万
亩 ，建 成 万 亩 以 上 经 济 林 流 域 9 条 ，
5000 亩以上经济林流域 7 条。打造了
宁城蒙富苹果集中产区和林西金红 123
苹果集中产区，创建了“宁城苹果”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和林西“九佛山”蒙
古野果知名品牌。

为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迈好步，
赤峰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继续聚
力绿色发展，持之以恒抓好生态环境建

设保护工作：
—— 巩 固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成 果 。

全面加强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突出抓好城市扬尘污染治理，突出抓好
农牧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节能管理工
作，实施能耗双控预算管理制度，确保
完成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持续开
展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行林长制，今年
内新增营造林 60 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 60 万亩。加快实施退化林分和退化
草原改造修复工程，年内完成退化林分
改造3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20万亩。

——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严
格执行《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全面
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科学谋划农
业节水工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
成 70 万亩田间工程任务。推进再生水
处理工艺和技术改造升级，提高再生水
利用率。

目标已经明确，步伐必须坚定。站
在新起点上，赤峰市将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指引下不负重托再出发，坚定
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赤峰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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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筑北疆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金泉摄

）

□本报记者 刘国新 王塔娜 康丽娜
帅政 金泉 阿古拉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解决好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可以为老百
姓织密民生福祉的“保障网”，为社会提
供稳定预期的“定心丸”，为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提高社会发展潜力打造“发
动机”。

一直以来，赤峰市始终把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施政的出发点
和高质量发展落脚点，一件实事接着一
件实事办，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让民
生保障不断延伸，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坚定不移改善人居环境

火车缓缓驶入赤峰站，眼前出现一
幢幢高楼。

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当地有名的
棚户区——铁南棚户区，李克强总理曾
经 2 次 来 此 实 地 考 察 ，推 动 棚 户 区 改
造。2017 年，该棚户区改造全面完成，
7300 户居民全部迁入新居。

铁南棚户区是赤峰城区内形成较
早、居住最集中、面积最大的棚户区，大
部分房屋年代久远、破损严重、面积较
小。该地道路、供暖、排污等基础设施
严重滞后，居民出行难、取暖难、排水
难、如厕难，安全隐患多。

现在的铁南已经今非昔比，宽敞的
道路，干净的社区，漂亮的楼房，还有洋

溢着笑容的居民。
老人李祥曾住在铁南十二栋，几辈

人蜗居在漆黑的小屋里。现在，他住进
了宽敞明亮的两居室，难掩脸上的幸
福。他说：“搁在以前，我们出个门都费
劲，现在我和老伙计们每天在社区里遛
弯儿、打牌，生活特有奔头。”

在城市主抓棚户区改造，在乡村则
主攻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期间，赤
峰 市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建 档 立 卡 人 口 共
28527 人。在“挪穷窝”的同时，该市千
方百计帮助搬迁户“换穷业”“拔穷根”，
让 2.8 万脱贫户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
致富。

红山区文钟镇文钟村和二道井子
村的搬迁，是该市易地扶贫搬迁的一个
缩影，居民不仅搬新家，还有致富路。

“原来村里路不好走，全是泥巴路，一年
也出不了几次门。种地则全是山坡地，
靠天吃饭，收入微薄，居住的土房是危
房，离河套还很近，一下雨根本就出不
来”，回想起过去的生活，用肖怀清的话
来说，可以算是苦不堪言。看到现在搬
迁点优越的居住环境，他笑言：“搬入安
置 点 后 ，孩 子 读 书 方 便 ，收 入 也 提 高
了。政府发展冷棚配套项目，我承包了
3 个冷棚，1 个冷棚年纯收入 1 万多元，
和原来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我
要鼓足干劲不辜负政府的帮助，多赚点
钱把日子过得更好。”

多措并举发展职业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满足社会对

能工巧匠的需求，促进就业，也可以为
青年提供更多样化的成长成才路径，有
效分流高考升学的压力，从而缓解“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赤峰市作为自治区教育大市，近年
来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从职业
教育痼疾入手，在体系建设、专业发展、
内涵培育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推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赤峰数字创意产业实训基地，一
群年轻人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操作着，有
的在制作动漫游戏，有的在为影视作品
进行后期加工，还有的在做平面设计。
这群投身数字创意产业一年多的年轻
人，其实还是赤峰市松山区职教中心的
学生。"上学就有了工作。”这些学生告
诉记者，他们在校期间就参与企业生
产，毕业后能直接入职。

松山区职教中心校长王江说：“作为
职业学校，我们一直注重校企双元办学、
双师带徒，实行岗位专班教学，为产业培
养人才。”近年来，赤峰市优化职业院校和
专业布局，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窄胡同”问题，赤峰市在中职、高
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间统筹开展不同
层次深度衔接，为人才发展构建四通八
达的“立交桥”，分段贯通培养经济社会
发展亟需的各级各类技能人才。

“赤峰市将中职与高职学校的重点
专业对接，实行贯通培养。”赤峰市教育
局副局长吕东辉介绍说，全市已确立中
高 职 贯 通 培 养 专 业 31 个 ，引 导 全 市

50％以上中职毕业生就近入读市内高
职学校。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宁城县
职教中心、林西县职教中心、克什克腾
旗职教中心等旗县区中等职业学校共
同组建教育集团，在这些中职学校建立
分校，实现招生与就业、专业与课程、考
核与评价的有效衔接。

“立交桥”的建立，焕发了赤峰市职
业教育的活力。2020 年，赤峰市域内中
高职贯通培养录取 2485 人，较 2019 年
增长 153％，市域内高职专升本 338 人，
较 2019 年增长 228％，中职、高职与应
用型本科衔接招生规模均稳步扩大。

凝心聚力守护百姓健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一直以来，赤峰市高度重视基层医疗体
系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
效、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前不久，位于赤峰市元宝山区宝山
医院长廊内的“住院病人一站式服务
处”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一站式服务处
在原有住院登记、预交押金及核酸检测
缴费、报销业务的基础之上再度整合，
实现住院、出院及医保报销等“一站式”
集中办理。

该院医保科副主任张小雪向记者
介绍：“患者在这个一站式窗口能办理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民政救
助、财政兜底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能
互相交换，然后在窗口完成即时结算，
省去了患者来回跑不同窗口不同部门

这个烦恼。”
元宝山镇塔卜乌苏村是一个移民新

村，村里实施易地搬迁后，第一时间配套
建设了村卫生室，经过标准化建设后，床
位、设备设施、医疗技术人员、药品等软硬
件齐备，村民就医非常方便。患有高血压
几十年的刘素珍告诉记者，有了这个卫生
室，高血压控制得更好了。

“看病不用去北京，北京专家在宁
城。”这是宁城县中心医院在当地百姓心
中的地位。多年来，该医院准确把握京-
赤对口支援项目，先后与北京宣武、同
仁、友谊三家医院“结了亲”。持续 25 年
的传帮带，加上自身努力，让该医院从籍
籍无名小医院跃升为集医疗、科教、预
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乙等
医院，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本县、临近旗县
百姓的就医，甚至成为“邻居”辽宁省建
平县患者就近就医的最好去处。

该医院院长杨凤军介绍，市里对于
基层医院的重视加上我们本身的努力，
还有北京大医院的帮扶，是医院有今天
成就的关键。

急诊是一般县域医院的弱项，但却
是该医院的强项，该医院形成了以 120
急救中心为平台，乡镇医生院为网络医
院的联动体系。

此外，为了更好发挥县域中心医院
的职能，2016 年，宁城县中心医院获得
了自治区助理全科医生规培基地和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协同基地资
质，依靠两个基地的建设，对乡镇和社
区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
更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群众能力。

把民生这个“国之大者”做大

□本报记者 刘国新 帅政 康丽娜
王塔娜 金泉 阿古拉

5 月，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绿源
农产品交易市场外地客商人头攒动，大
货车络绎不绝，吸引他们来这里的是口
感佳、品相好、耐运输的“宁城番茄”。

宁城县着力推进产业集聚、要素集
中、经营集约，推动设施农业、林果产
业、肉牛养殖三大产业加快发展，使之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乡村振
兴的重点产业。

集约发展柿业“红”

“今年我拓展到 13 个大棚，8 个冷
棚，5 个暖棚，全部种植番茄。1 个棚 1
茬能产一万七八千斤硬果番茄，现在 1
斤价格在 3 元左右，你可以算算我的收
入了。”崔燕辉笑着对记者说。

崔燕辉是宁城县大城子镇瓦南村
番茄种植户，这两天正是番茄上市的季
节，他在大棚里忙得不亦乐乎。

宁城县设施农业产业起步于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截至 2020 年末，设施
农业总面积达到 50 万亩，从业 7 万余
户、17.3 万人，年产蔬菜 120 万吨，产值
51 亿元，带动从业农民人均增收 2.65
万元，全县农民人均增收 5500 元，占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1.3%。

宁城县按照“一乡镇一品牌”规划，

形成了大城子番茄、大双庙黄瓜、一肯
中辣椒、八肯中圆茄、汐子韭菜、右北平
食用菌等 6 处高标准万亩专业园区，64
处千亩日光温室园区，产业集约化程度
高，成为我国北方种植品种丰富、实现
周年上市均衡供应的重要设施蔬菜种
植基地和供应基地之一。

龙头“舞”起果业兴

绿色是发展的底色。宁城县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质、水质好，拥有
林果自然生产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县
多年来把林果产业作为山丘区农民增
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强力推进。

小城子镇是该县林果产业第一镇，
素有“塞外林果之乡”美誉。

高桥村 3 组村民贾海龙介绍，我们
村民的果园能变成致富园，跟龙头企业
带动是分不开的。作为小城子镇引领
林果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内蒙古绿发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百氏兴林果专业
合作社在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
业链上实行统一修剪造型、统一肥水管
理、统一防虫灭病、统一产品标准、统一
销售渠道的“五统一”经营模式，一棵苹
果树，经过专家指导改进树型后，就能
增收 300 元。建设一座仓储能力 70 万
斤的水果保鲜库，缓解了果品集中上市
卖难问题。

截至目前，全镇林果总面积达到
4.1 万亩，盛果期面积 1.8 万亩，年产果

品 3.6 万吨，产值达 1.8 亿元；全镇农民
林果产业收入占人均总收入 40%，林
果专业村占人均总收入 80%，有 318 户
贫困户 978 人通过发展林果业脱贫。

政策帮扶牛业旺

宁城县没有草场，更没有草原，但
有耕地 154 万亩，年产玉米 60 万吨、秸
秆 70 万吨。该县下决心发展肉牛养殖
产业。经过多年努力，走出了一条产业
富民、助力乡村振兴的“牛”路子。

宁城县通过整合资金、以奖代补的
形式，对新建标准化圈舍达到 800 平方
米以上，存栏肉牛达到 100 头的标准化
养殖场，一次性奖补资金 15 万元；对新
建单批存栏肉牛 5000 头，年出栏肉牛
1 万头以上的规模化集聚区，在享受养
殖场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补贴 50 万元。

该县还通过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发挥东方万旗等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现在年屠宰加
工肉牛已达 10 万头以上，并建成 4 处千
头肉牛交易市场，其中八里罕肉牛交易市
场已成为京津塘、蒙冀辽地区的大型肉牛
交易中心，年交易量达到20万头。

到 2020 年末，全县肉牛存栏 45 万
头，其中基础母牛存栏 20 万头，建成万
头肉牛集聚区 2 处，标准化肉牛养殖场
320 处，从业农户达到 2 万户，从业农民
年人均增收 2.1 万元。

□本报记者 刘国新 帅政 康丽娜
王塔娜 金泉 阿古拉

赤峰市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是全
国有色金属种类、储量最多的市，其有
色 金 属 矿 产 远 景 储 量 和 潜 在 价 值 达
50000 亿元。早在商周时期，这一地区
就有了集采矿、冶炼、铸造于一体的古
铜矿。

说到赤峰市有色金属冶炼行业，赤
峰云铜是一家绕不开的企业。这家从
山沟里崛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
坚持创新，成为了我国铜冶炼行业排头
兵。

走进赤峰东山工业园，赤峰云铜项目
电解铜车间里机声隆隆、铜花飞溅，生产
线自动化程度令人叹服。在机器人剥片
机组演示区，一片片玫瑰红色的阴极铜片
被运至机器人剥片机组，经机械手娴熟地
清洗、剥片、码垛后被送至成品区。这 2
台单价1000万元的机器人，每小时可剥
离 600片电解铜，相当于 30名工人的生
产效率。如今，赤峰云铜已掌握永久性不
锈钢阴极法电解、自动化控制程序开发等
关键技术，预留5500万元智能化升级资
金和升级接口，智能化生产指日可待。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翻越的每一道
“关卡”，都凝聚着智慧的光芒。创新是
永不停息的脚步，攻克的每一个难关，
都见证着专业技术人员的汗水。

由于传统吹炼工艺的间歇性，产出的
烟气量和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都在很
大范围内波动，给制酸过程带来很大麻

烦，且吹炼过程的进料和放渣操作，使烟气
逸散到车间，容易恶化生产劳动环境。同
时，存在着炉体转进转出以及进料、排渣时
有大量的高浓度二氧化硫产出，严重影响
制酸转化率、吸收率和转化工序废热回收
等问题。

赤峰云铜组建自己的专业研发团队
去攻克这些技术难题，经过不懈努力和
技术创新，解决了电解精炼铜生产过程
中高污染、高耗能、高隐患、高维修的一
系列难题。赤峰云铜将这种新工艺命名
为双炉粗铜连续吹炼工艺技术。

总经理王金禹自豪地说，双炉粗铜
连续吹炼技术是赤峰云铜自主研发的重
要科技创新成果，具有铜冶炼国际先进
水平，采用该技术每吨粗铜综合能耗 270
千克标煤，与国内常规冶炼工艺相比，成
本 降 低 了 50% ，冶 炼 综 合 回 收 率 达
98.5%，硫总回收率达 97%，实现投资、能
耗、成本、资源、环境整体优化。

2015年4月，该工艺技术通过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成果鉴定。2015年7
月22日，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的
第三届“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中国
峰会上，赤峰云铜的铜冶炼清洁生产技术获
选“中国十大绿色技术创新成果”，案例入选

《关注气候——中国在行动》成果集。2016
年8月，入选工信部颁布的有色金属工业发
展规划（2016~2020）中铜冶炼重点推广技
术；2016年11月，荣获第四届中国工业大
奖提名奖，同年12月入选国家发改委颁布
的《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8
年4月，获201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
步一等奖。

□本报记者 刘国新 王塔娜 康丽娜 帅政 金泉 阿古拉

“敖汉、敖汉，十年九旱，一年不旱，洪水泛滥。”这是敖汉南部山区人们干渴的歌
谣。

“天降二指雨，沟起一丈洪。”这是敖汉中部丘陵地带人们绝望的哀吟。
“人眯眼，马失蹄，白天点灯不稀奇。”这是敖汉北部沙区人们呛风的曲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敖汉生态环境极其恶劣。农民种地，人种几遍沙压几次。

“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这句老一辈耳熟能详的顺口溜，最能反映当时
敖汉旗荒漠化的情况。

恶劣的生态环境直接制约了当地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求生存，一代又一代
的敖汉人同风沙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几十年来，敖汉旗始终坚持“生态立旗”之本不
动摇，发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和“不干不行，干就干好”的敖汉精
神，坚持不懈地进行植树种草、治山治沙大会战，将昔日荒山秃岭改造成绿水青山，
也建成了金山银山。

敖汉旗王家岭乡南部的六道岭村分布着大大小小 30 个山头和 18 条大沟，山体
被沟壑纵横的鸡爪子搅和得七零八落。就是这样的山，六道岭人蚂蚁啃骨头一样，
啃了一个又一个，究竟磨碎了多少铁做了多少钢镐，他们也数不清。六道岭人在拼
命，他们发自肺腑地吼出“干就干好，不让子孙骂祖宗”；他们豪迈地说：“‘铁’是冲着

‘石’来的，我们倒要瞅瞅是‘石’硬还是‘铁’硬。”实践证明，铁比石硬，六道岭人比铁
更硬。“干就干好，不让子孙骂祖宗”的六道岭精神，就是“不干不行，干就干好”的敖
汉精神的丰富缩影。

如今，敖汉旗已成为祖国北疆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全旗有林面积 572 万亩，
森林覆盖率 44.07%，是“全国人工造林第一县”“全国人工种草第一县”“全国生态建
设示范区”“全国再造秀美山川先进旗”。因生态建设成就显著，2002 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授予敖汉旗举世瞩目的“全球 500 佳”环境奖。

六道岭精神、大青山气魄、黄羊洼规模、三十二连山模式⋯⋯敖汉旗生态治理的
典型经验生动地诠释着敖汉精神的深刻内涵。敖汉精神已成为敖汉干部学院珍贵
的精神食粮，六道岭、黄羊洼、黄花甸子等地也成为该学院巩固发展敖汉旗生态建设
成就重要的教学点。

“不干不行，干就干好”，敖汉精神掷地有声。敖汉精神源于生态，但不止于生
态，她正成为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推进新时代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精
神力量。

□本报记者 刘国新 王塔娜 康丽娜
帅政 金泉 阿古拉

“五一”小长假期间，喀喇沁旗雷营
子村村民付裕的农家乐每天“爆满”，5
天纯收入小 2 万元。

“自从 2016 年开始建农家乐以来，
收入年年增长，生活是越来越有盼头
了！”付裕说，去年在疫情影响下，雷营
子村乡村旅游业受到了一些影响，但自
家的农家乐毛收入仍在 20 万元以上。

“这比我过去在外面抛家舍业打工
可强多了！”付裕说着，笑着，幸福之情
溢于言表。

同付裕一样，村民赵云峰对未来也
是充满期待。“去年我新开的民宿头一
年营业就纯挣了 30 万元，预计今年能收

入 50 万元。”赵云峰说，民宿开张后，客
人的反馈都很好，这让他很有信心。

对于雷营子村村民来讲，这样的好
日子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过去，雷营子不通车，土房泥路，小
伙娶不上媳妇，姑娘都外嫁，谁能想到这
几年这里会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度假村
呢？”说起雷营子的变化，土生土长的雷
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平很是感慨。

雷营子村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发生的巨变，张平是亲历者，也是见
证者。

“最开始村‘两委’班子提出借助村
里的生态环境在村里搞农家乐这个想法
时，村民们都很迷茫。但我是很有信心
的，我就在想，这里山好水好、民风淳朴，
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扬长避短总归是
没错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张平是很有先见
之明的。雷营子村确实依靠绿水青山
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农家乐越办越红
火。从 2013 年的 4 家发展现在的 29
家，生态立村、旅游富民，已经成为雷营
子村的“致富经”。

如今，全村 164 户都加入到了喀喇
沁旗雷营子农业旅游观光合作社，90%
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业，形成了“遗
迹考察+乡村休闲+森林养生+观光度
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条。立足
发展集体经济，理清村“两委”统筹、好
客雷营子文化旅游公司经营、雷营子集
体经济合作社管理集体资产三者关系，
完善《雷营子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办
法》，约定集体资产入股旅游公司统一
经营，并占股 62.5%。2020 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129 万元。

农家乐里乐享“两山”

□本报记者 刘国新 王塔娜 康丽娜
帅政 金泉 阿古拉

炎炎烈日下，敖汉旗长胜镇沙棘产
业园内，六顷地村村民吕树芹正在给沙
棘林浇水，此时，她刚从家里吃过午饭
歇过晌过来。

“除草、浇水、扦插、采摘，1 年下来
能挣 2 万多元。”吕树芹告诉记者，在沙
棘产业园里务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灵活分配时间。“农闲时过来打工，农忙
时就回去种地。”

“沙棘是沙地里种出的致富树。”因
沙棘产业增收致富的六顷地村村民常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据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胥俊久介绍，2017 年，公司流

转六顷地村和邻村共 2200 亩残次林地，
建起这片沙棘产业园。六顷地村 400 户
村民不仅有流转土地的收入，在沙棘产
业园务工也能挣钱。部分村民在产业园
内长期务工，其他村民是季节性务工，每
年这个村村民务工收入总计能达 70 万
元。

“沙棘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不仅可以
防风固沙，而且沙棘果实营养丰富，可
药、食两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胥俊久介绍，自 2017 年以来，公司
陆续投资 1200 余万元，在长胜镇六顷地
村、甸子村建设沙棘基地 2 处，总种植面
积达 6000 亩。在金厂沟梁镇成立沙棘
种植采收农民合作社 1 处，为社员免费
提供 70 万株沙棘苗供当地农户利用荒
坡、沟道等地科学化种植，最后公司再以
最低保护价的形式收购沙棘果，确保当

地百姓的利益。仅 2017 年，公司就收
购农户沙棘 800 吨，收购总值 800 多万
元，受益农户 4000 户，户均增收 7500
元。种植沙棘已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

胥俊久说，下一步，公司将在就近
的 5 个乡镇，利用荒山、荒坡、沟道种植
沙棘 5 万亩。与农牧民成立 5 个沙棘种
植合作社，引导农牧民进行雄改雌嫁接
2 万亩。基地建设实现“基地+农户+合
作社”产业链条，达到农牧民增收和公
司原料有保障的双赢目标。

如今，在敖汉旗，像沙漠之花这样
从事沙棘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已经发展
到 5 家，沙棘产业总产值超过 2 亿元。
沙棘产业作为敖汉旗主攻方向之一，正
逐渐形成种植、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完整产业链，沙棘汁、沙棘茶、沙棘
油、沙棘化妆品等产品种类日渐丰富。

沙地里种出致富树

“不干不行 干就干好”

创新创出行业排头兵柿业“红”果业兴乡村振兴路子“牛”

敖汉干部学院于敖汉干部学院于 20192019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敖汉旗长胜镇六顷地村沙
漠之花产业园，村民吕树芹把土
地流转，成了一名新农人。

赤峰市中色锌业中水预处理
车间，工作人员在进行压滤机卸
渣作业。

赤峰市松山区第十幼儿园小朋
友正在上体能训练课。

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瓦房
地村村民陈素芬在家门口的设施
农业大棚找到了称心的工作。

赤峰市九牧合农牧科技公司一期工程肉鸭养殖生产线赤峰市九牧合农牧科技公司一期工程肉鸭养殖生产线，，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
赤峰市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电解铜生产

线，技术人员在监看生产线机械臂作业。

赤峰市红山区福纳康公司化妆品赤峰市红山区福纳康公司化妆品
原料车间原料车间，，工人们正在紧张生产工人们正在紧张生产。。

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种植园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种植园，，
技术人员在检测无土栽培水肥浓度和酸碱度技术人员在检测无土栽培水肥浓度和酸碱度。。

翁牛特旗坚持生态优先翁牛特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使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使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赤峰市宁城县东方万旗肉牛产业发展公司赤峰市宁城县东方万旗肉牛产业发展公司，，养殖规模达养殖规模达
到万头肉牛规模到万头肉牛规模，，并带动周边农牧民发家致富并带动周边农牧民发家致富。。

赤峰市松山区松州园小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州园小区 ，，
居民在小区广场跳健身操居民在小区广场跳健身操。。

宁城县职教中心农牧专业部学生在学习农学宁城县职教中心农牧专业部学生在学习农学。。

赤峰市喀喇沁旗赤峰市喀喇沁旗

马鞍山森林公园郁郁马鞍山森林公园郁郁葱葱葱葱

，，满目绿色满目绿色

。。

●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高质量发展落脚点

，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办

，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

。

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
潢家园社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潢家园社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们在切磋书法技艺们在切磋书法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