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晗

天刚蒙蒙亮，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和平
村禾旺扶贫产业园区菜农靳国辉早早起了床。
他穿好工作服，拿上工具，进大棚熟练地采摘起
了西红柿。采摘完毕，立即分拣包装。上午10
点多，新鲜的西红柿就装上冷链车，运往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这里，西红柿经过层
层分销，第二天一早便可进入北京市各大菜市
场和商超。

“西红柿一批比一批卖得好。有了北京新发

地市场的扶贫摊位，我们的西红柿可以直接运往
市场，省去了中间环节，每斤比在本地市场多卖3
毛钱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已经
向外输送了400多万斤西红柿。一车西红柿，纯
收入在6000元至8000元之间。”看着一箱箱红
彤彤的西红柿，靳国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大营子乡的蔬菜产业按照特色化
发展、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的
思路加快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以设施农业与露
天蔬菜同步发展的模式，努力实现区域化品牌
建设、集约化生产的发展格局。精心打造的禾
旺扶贫产业园区便是大营子乡蔬菜产业蓬勃发

展的一个缩影。
“在建设禾旺扶贫产业园区之前，我们村都

是种露天蔬菜，遇到自然灾害就会减产。为了改
变这种靠天吃饭的困境，我们采取村民自筹和招
商引资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了禾旺扶贫产业园
区。园区有高标准温室暖棚600栋、冷棚200
栋，目前这些大棚已全部投入使用。种植的品种
也很多，有西红柿、辣椒、豆角、西葫芦等，平均每
个暖棚年收入在两万元以上，冷棚也有1万多
元。‘菜篮子’成了村民致富的‘钱袋子’。”林西县
大营子乡和平村党总支书记张兵介绍说。

禾旺扶贫产业园区的兴起，不仅给菜农带

来了丰厚的利润，还为村民们增加了一份稳定
的务工收入，村民李永芝就是受益者之一。“产
业园区建在村子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好
事。我在这里边学边干，工作3个多月了，挣了
1万多元。掌握种植技术后，我打算自己也承包
两个棚，收入还能增加，日子会越来越好。”李永
芝一边采摘西红柿一边笑着说。

“下一步，我们要积极推广菜农用得上的实
用技术，培训新型农民，发展规模化经营，创造
特色产业品牌，推进特色产业扶贫向优势产业
振兴转变，促进全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大营
子乡党委书记鲍艳利说。

看这里！“菜篮子”变成了“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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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只有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才有坚
实保障。在我区，畜牧业品类多、规模大、链条长，发展畜
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支
撑性产业。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对助力乡村振兴有
着重要意义。

发展畜牧业，要突出特色、挖掘潜能。近年来，我区
各地依据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等要素精准确定畜牧业发

展项目，让产业之基越来越扎实。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
农牧场，“稳牧、兴牧、强牧”的发展思路贯穿始终。开展
三河牛普查工作，进一步提升三河牛核心群生产性能和
种群规模，三河牛良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加快了奶业振
兴步伐，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同时，着力构筑动物疫病

“防护墙”，采用防疫“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对牛、羊、
马、猪、狗、禽类等的常态化监管，为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当前，我们要更加注重畜牧业提质增效，探索走出一

条彰显地域特色的畜牧业发展之路。同时，要清醒地认
识到产业发展需要久久为功，不能盲从、盲目，更不能盲
干。只有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作坊”到“大产业”，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内在动
力才会越来越强。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通讯员 吴振华

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给三河牛“建
档立卡”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们启动了对红白花三河牛后裔测定和良
种牛档案建立工作，所属生产连队配备1名专业
技术人员对地区育种改良的三河牛进行普查、整
理、录入。我们还编制了良种牛录入模板，统一、
简约、真实地记录三河牛种群状况，逐户逐群清
点牲畜，进行详细登记，做到户不漏群、群不漏
畜，确保普查数据的详实与准确。”呼伦贝尔农垦
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部部长李军说。

三河牛是我国首个自主培育的具有独立知
识产权的乳肉兼用品种，具有耐寒、耐粗饲、宜
放牧、适应性强、遗传性能稳定、产奶高、肉质好

的特点，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呼伦贝尔大
草原的牧业名片。

普查工作的开展，为恢复和提高三河牛种
源的数量，进一步提升三河牛核心群生产性能
和种群规模提供了重要数据信息。不仅为推进
奶业振兴增加了新动能，使三河牛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还让养殖户的腰包鼓了起来。“大
家伙儿都知道养三河牛能挣钱。三河牛产的奶
乳脂率高，产奶量也高，真是增收牛、致富牛
呀。”养殖户李志军说。

做好三河牛种群保护和繁育技术推广，只是
苏沁农牧场实现“稳牧、兴牧、强牧”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苏沁农牧场紧扣“产业发展、牲畜
安全、提质增效”三大任务，不断强化动物疫病
防控，推进奶业振兴，保护天然草场，努力打通
安全、节约、绿色畜牧业转型发展之路。

该公司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方针，以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为目标，在全
公司施行防疫“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对牛、
羊、马、猪、狗、禽类等的常态化监管。

据了解，该公司在每年4个易发疫情重要
时间点，发放疫病防控告知单、明白卡、宣传单，
全面提升养殖户防疫知识水平。还坚持春秋2
遍集中防疫不动摇，做到“集中免疫全覆盖，日
常补免保常态”，切实构筑有效免疫屏障。目
前，对牲畜的强制免疫密度达100%，计划免疫
密度达 98%以上，结核病和布鲁氏病检疫达
100%，2020年各类疫苗累计注射29.3万头（匹
只口）。同时，牲畜常规免疫密度平均98%，口
蹄疫、禽流感和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注
射免疫密度100%，确保不漏一针、不落一户，全
年无重大疫情发生，保证了畜群品种质量安全。

既要腰包鼓起来，也要草原披绿装。
多年来，苏沁农牧场通过实施人工种草工

程和对天然草场采取围封禁牧、季节性休牧、牧
草补播和施肥等改良工程加快草场植被恢复，
防止天然草场退化，提高草地生产能力，不断增
强天然草场的生态系统功能、自我调节和保护
能力。

据该公司畜牧兽医服务站负责人马喜平介
绍，通过综合施策，苏沁地区草原生产持续改
善，天然草场生产优质青干草草量由每亩50-
70公斤提高到每亩80-100公斤，牧草平均高
度由15-20厘米提高到25-30厘米，植被平均
盖度由每平方米500-600株提高到每平方米
900-1100株，牧草高度、盖度、产量明显提高，
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植物群落结构明
显改善，优质牧草明显增多。

绿染牧场 “畜”势勃发

□讲述者 田喜全

我叫田喜全，家住兴安盟突
泉县学田乡解放村。我视力不
好，还要照顾 10 多岁的孩子和
70多岁的老母亲，以前的日子过
得很艰难。用村干部的话说，当
时我家的情况用“家徒四壁”来
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2015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健康扶贫、教育扶
贫、产业帮扶……随之而来的各
项扶贫政策如及时雨一般将我
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同时，为了让我重新建立起对生
活的信心，村干部经常来到我家
开导我，并帮助我寻找脱贫之
道。

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村
“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为我量身
定制了养牛脱贫计划，在 2018
年利用扶贫资金帮助我购买了
3 头基础母牛。第二年，3 头母
牛相继产犊，我卖了其中 1 头
小牛犊，收入近 9000 元，顺利脱
了贫，这不仅让我尝到了搞养
殖的甜头，更让看到了生活的
希望。

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
力把牛养的更好。每到农闲时
节，我却比农忙时还要忙，每天
早起清扫牛圈、添加草料，晚上
还得在手机上看看关于养殖技
术的相关视频，学习养殖技术和
方法。天气冷的时候，我还得时
不时去牛棚给牛温水喝，身边的
人说我养牛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我觉得他们说得对，因为牛就是
我家的全部希望。

今年，我又利用“牧业再造
突泉”贷款购买了 7 头基础母
牛。如今，我家牛的存栏量已经
达到 12 头，还扩建了 200 平方米
的牛舍，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
的事，我家终于过上了“牛羊成
群”的好日子。

（本报记者 李晗 整理）

我家的牛羊
成了群

〖一线〗

〖沃土·新力量〗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
日，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太平村
设施蔬菜冷棚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巴林左旗继续实施设施蔬
菜冷棚建设项目，建好百姓“菜篮
子”，鼓起群众“钱袋子”。

据了解，巴林左旗将“捆绑使
用”自治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发展
项目资金、三峡集团对口帮扶资
金、产业扶贫资金等各类资金
4515万元发展蔬菜产业。在林东
镇太平、大营子、土龙岗、罕吐柏等
9 个村规划建设设施蔬菜冷棚
10000亩，推动蔬菜产业集中集聚
集约发展。

今年，巴林左旗蔬菜种植面积
预计可达到40000亩以上，其中设
施蔬菜冷棚面积将达到 18000 亩
以上。

巴林左旗
设施蔬菜富农家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
年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充分利用
大数据、网络平台等，通过“企业+
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
等模式，促进农牧民增收，推动当
地农副产品走出商都，走向全国。
截至目前，商都县4家电子商务公
司共认定扶贫产品18个，销售认定
扶贫产品金额达到233.2万元。

内蒙古瑞福祥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与商都县企业通力合作，
采取订单收购、协议养殖等方式，
将农户的农产品以略高于市场收
购价进行收购后，利用淘宝、京东、
乌兰察布市消费扶贫平台等一些
国内知名网络销售平台，把当地白
面、莜面、鸡蛋、雪菊等优质农副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截至目前，商都
县共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站91个。

商都县
91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通讯员 孙天奇 摄影报道

稻谷香 3 号、天源 619、蒙龙 1
号……近日，在通辽市奈曼旗白音
他拉苏木希勃图嘎查的水稻品种试
验基地，到处是茁壮生长的品种试
验幼苗。

今年是该旗承担自治区水稻品
种试验示范工作的第二年，截至目
前，已开展中晚熟组区域试验、生产
试验等44个品种的试验任务。其中
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同步试验品种3
个、区域试验品种30个、生产试验品
种10个、对照品种1个。

奈曼旗种子管理站在开展试验
示范的同时，还对周边农户进行播种

技术示范，严格按照试验方案操作要
求确定小区面积，合理施肥、规格插
植，并选择有当地土壤代表性、肥力
水平中等、排灌方便、形状规整、肥力
均匀的田块进行同期移栽。

据了解，此项工作的开展有利于
鉴定新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
性等性状，并筛选出适合在我区种植
的优良品种，为种子安全助力。

育育
新
种
新
种

〖
新
景
〗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
日前，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财政
厅联合印发《关于落实马铃薯产业
高质量发展补贴政策的通知》，针
对马铃薯生产者、科技创新和马铃
薯加工订单进行相关补贴。

通知明确，自治区从国家补助
额度中集中调剂5%的资金用于马
铃薯生产者补贴，根据当年国家对
我区的补贴总额以及马铃薯的播
种面积和产量因素测算确定；科技
创新补贴的对象是我区的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个人自主选育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新品种，
在我区境内推广面积达到一定规
模的选育单位或个人。年推广面
积在10万亩以上的品种一次性奖
励500万元，年推广面积在30万亩
以上的品种一次性奖励 1000 万
元；在我区注册的、与区内马铃薯
种植户签订加工专用薯生产订单
并履行合同的加工企业，可享受马
铃薯加工订单补贴。

我区
出台马铃薯产业
高质量发展补贴政策

观察。 幼苗幼苗。。

品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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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 钱
其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近日，全区多地粮食收购
贷款信用保证基金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深入开展市场化收购资金情况调
研及基金收购贷款库存巡查工作，
以便更好地掌握各地基金组建运行
情况，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此次调研巡查对贷款企业粮
食储存条件、银行监管情况等进行
了常规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督促企业及时将粮食烘干
整理入库，入库后立即张贴粮权公
示牌，并与自有资金收购、其他形
式融资收购形成的库存进行隔
离。同时，强化贷后管理教育宣
传，鼓励企业择时售粮，做好回笼
资金、偿还本息等工作。

我区
开展粮食保证基金
调研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