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晗

立夏后的锡林郭勒草原泛起淡淡绿意。由
于处在休牧期，道路两旁鲜见牛羊，广阔的草原
平添了几分安逸。

和草原上的静谧相比，牧人家的门前却热
闹非凡。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嘎哈拉嘎苏木伊拉
勒特嘎查牧民满都拉更是忙得席不暇暖。

休牧期间，草原上大部分牧民家为畜群只
准备一个几亩地的活动区，但满都拉却为自家
羊群准备了2个。

“大一点的活动区给带羔母羊，连大带小加
起来有 500 多只，另一个是种公羊群，有 300
只。”满都拉介绍说，“之所以家里的羊要分成两
个群，是因为饲养方式、活动时间等都不同，分

群后才能最大限度上保证增重成长。”
虽然劳动量成倍增加了，但满都拉却乐此

不疲。他信心满满地说，这300只种公羊都是2
岁羊，现在看起来虽不显眼，到出栏时候可顶得
上450只羊的价钱。

300只羊能够获得450只羊的价钱？怎么
算，这买卖都合适啊！看到记者饶有兴致，满都
拉爽快地把其中的缘由道了出来。

原来，他少养多得的底气缘于西乌珠穆沁旗颁
布实施的优良肉羊产业扶持政策。2018年，该旗制
定实施《西乌旗乌珠穆沁羊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建
立起以种羊场为核心的扩繁场、核心群、标准化畜
群等良种肉羊繁育体系，计划每年集中培育特、一
级育成种公羊5000只、育成母羊5万只。对牧户购
买特、一级育成种公羊每只补贴1600元，对种羊
场、种公羊培育户培育的育成种公羊每只补贴200

元，对核心群、标准化畜群培育的育成母羊每只补
贴200元。此举不仅有效推进该旗优质种羊培育
进程，还为牧民开辟了一条持续增收的道路。

2020年，西乌珠穆沁旗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以种公羊为核心的乌珠穆沁羊培育体系建设，
规范建设种羊场1处、扩繁场17处，鉴定合格育
成种公羊2.9万只，调剂给800余牧户，牧户享
受肉羊良种补贴资金共计469.76万元。新建乌
珠穆沁羊核心群20群，累计达到220群；新建标
准化畜群 500 群，累计达到肉羊标准化畜群
2500群，初步形成了“种羊场＋扩繁场＋核心
群”的一体化联合育种体系。

满都拉就是在政策带领下，于2020年开始
养殖种公羊的。“1 只 2 岁种公羊的市场价是
2900元，而1只同龄普通羊价为2000元不到，
基本上1只种公羊顶得上1.5只普通羊，300只

种公羊的经济效益自然和450只羊持平。”满都
拉说，这只是经济账，从保护生态的角度来说，
少养150只羊，也能减少对草场的压力。

在西乌珠穆沁旗，像满都拉一样养殖种公
羊的牧户可享受优惠政策，购买优质评级种公
羊的牧户也会领到每只1600元的补贴。

该旗在优质肉羊供给方面下功夫，在带动养
殖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建立完善龙头企业与牧民
利益联结机制。如今，西乌珠穆沁旗有6家畜产品
屠宰加工企业，以“企业+协会+牧户”形式，推进可
追溯羔羊加工工作，安排可追溯冬羔早出栏鼓励
发展资金，重点扶持乌珠穆沁羊冬羔早出栏专业
户。2012年以来，累计发放补贴资金9700万元，
追溯冬羔早出栏达到117万只，牧户户均增收
3000元，冬羔早出栏工作，有效提高了基础母畜生
产能力，同时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300只羊卖出450只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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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李振南

沙漠，总是给人一种生命禁地的感觉；致富，对
沙漠里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然而，乌兰布和沙
漠中以合作（巴彦淖尔）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内，却
让沙漠中长出来个“菜园子”，既刷新了我们对沙漠

的认知，也为我们上了一堂有价值的市场化治沙课。
沙漠里长出“菜园子”的启示在于，通过以项

目建设驱动生态治理，将过去政府花钱治沙的过
程变成市场化治沙，让企业和广大农牧民成为治
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
的受益者，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绿起来与
富起来结合、治沙与致富双赢的治沙之路。更重

要之处在于，这种模式是可借鉴、可复制的。
独行快，众行远。防沙治沙是一项社会公

益事业，若能在公共财政的支持下，引入市场运
营的新机制，将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形成兴业、
富民、环保的市场化治沙模式，不仅能形成政府
减负、企业获利、农民增收的多赢格局，更能加
快防沙治沙脚步，何乐而不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别看这里是沙漠，和你印象中的可不是一
回事哦。你看我们这里，分明就是一个‘菜园
子’嘛。”5月下旬，记者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
兰布和沙漠中以合作（巴彦淖尔）沙漠综合治理
示范区辣椒种植基地见到打工的农民智银娥，
她爽朗地说。

果不其然，一畦畦翠绿的蔬菜，一行行茁壮
的辣椒苗，种植基地充满了生机。“种植蔬菜也
能治理沙漠的。”位于综合治理示范区的圣牧
高科生态草业有限公司中以项目部项目主管周
永通说。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在不断探索治理乌梁

素海流域乌兰布和沙漠过程中，以项目建设驱
动生态治理，将过去政府花钱治沙的过程变成
市场化治沙，达到生态与生计兼顾、绿起来与富
起来同步、治沙与致富双赢的目的。

“2020 年种植了 1327 亩朝天椒，亩产量
800斤左右，干椒当年市场价格4块5一斤。今
年，我们将把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后续还会
种有机贝贝南瓜，有机红薯，而且都会扩大种植
面积。”周永通说。

朝天椒经济价值相当可观，而且还能为当地
的农牧民提供就业岗位。“在辣椒基地打工，每天
能收入六七百元，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守家在地就
有这么好的就业机会，真是有福了。”智银娥说。

据周永通介绍，中以合作（巴彦淖尔）沙漠
综合治理示范区一期规划占地10万亩，投资15

亿元。其中，核心区规划占地1万亩，投资6.3
亿元，定位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布局

“一湖五区两中心”；示范区规划占地9万亩，投
资8.7亿元，定位为种养加结合循环、沙漠生态
治理典范，以林草间作为主，兼顾优质牧草种
植。项目建成后综合效益更加凸显，通过规模
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机械化作业、订单化组织、
品牌化销售，将会带动发展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一批家庭农牧场、一批沙漠治理典范，着力打造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示范样板。

“种植朝天椒对乌兰布和沙漠治理起到了
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致富
与治沙的双赢。”周永通说。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定不移推动巴彦淖尔
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把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作为绿色发展的根基和命
脉，把绿色发展作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治本之
策，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坚持走生态治理、产业振
兴和民生改善相结合的路子，实现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该市还陆续启动了中以合作（巴彦淖尔）沙
漠综合治理示范区建设项目、欧洲投资银行贷
款黄河流域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项
目、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一期建设
项目、巴彦淖尔市黄河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等防沙治沙重大项目。

“沙漠里有了‘菜园子’，说明我们的生态环
境在改善，希望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老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当地的村民都这样说。

沙漠里有了“菜园子”

□讲述者 石洪振

我是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巨兴村村民，
叫石洪振。家里 5口人，父亲长期卧病在
床，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妻子身体不好
干不了重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17年末，我家迎来了摆脱贫困日子
的第一次转机。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一
致认为应该把我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针
对致贫原因精准施策，帮助我摆脱贫困渡过
难关。被识别为贫困户后，相关扶贫政策一
个接一个得到落实 ，两个孩子上学得到了
助学金，老父亲看病住院的花销降下来了，
我和妻子分别被聘为护林员和保洁员，日子
渐渐有了起色。

2019年，我家迎来了过上好日子的第二次
转机。说心里话，谁愿意总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呢？脱贫咱靠政策，致富要靠自己，有了发展决
心，但究竟干什么成了我面临的难题，犹犹豫
豫之际，我找到了驻村工作队说明了想法。当
时，驻村工作队对我说，只要我想干肯干会干，
没有什么坎儿迈不过去。当时全县都在轰轰
烈烈发展养牛，很多贫困户也受益了，没钱县
里还有贷款政策支持，驻村工作队就是农科局
的干部，养殖技术方面他们管，于是我说干就
干，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借了
3.5万元贷款买了3头基础母牛，一次不落地
参加镇上组织的现场会和村上组织的培训班，
像抚养孩子一样伺候这些“宝贝疙瘩”。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下来，我成了养
殖能手，家里的牛也扩繁到9头，以现在市
场价格，出售就能获利14万多元，真正过上
了富裕日子。养牛让我在致富路上越走越
稳。这几年，县里实施“扶贫扶产业·牧业再
造突泉”工程，做足资金扶持、养殖技术、风
险防控3个方面的保障，组建牛产业化联合
体，不断发展壮大牛产业，让牛产业驶上“高
速路”的同时，也让我们这些贫困群众拔穷
根摘穷帽。养殖过程中，县里还为我们养殖
户提供家畜疫病预防、诊疗、改良及技术指
导服务，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得周到。我和
妻子商量好了，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一
定好好干，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整理报道

过上好日子的
两次转机

〖一线〗

〖沃土·新力量〗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以“花开
中国梦”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日前在上海开幕，内蒙古特色乡土植
物种质资源亮相中国花卉博览会。

据了解，第十届花博会由国家林草
局、中国花卉协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
办。园区设在上海崇明岛，是首次在岛屿
上、乡村里、森林中举办的花博会。本届
花博会突出生态理念，保留田园风貌、自
然淳朴的生态基底，注重回归花卉展览的
本源。园区总面积589公顷，共有180个
室外展园和64个室内展区。内蒙古展园
位于国内展园东北部，面积为3200平方
米。以“亮丽内蒙古”为主题，由一条象征
着“哈达”的花带串联6个主题花园，浓缩
展示我区国土绿化、生态修复、草原生态
保护等成效。中国花卉博览会是展示花
卉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各
方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花卉栽培
历史悠久，花文化底蕴深厚，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花卉生产中心、重要的花卉消费国
和花卉进出口贸易国。第十届花博会将
持续至7月2日，其间将举办300多场专
业研讨论坛和各类文化活动。

内蒙古
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亮相中国花卉博览会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20
年秋季，赤峰市敖汉旗水利局利用国
家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修
造反坡高标准梯田2万亩。

这 2万亩治理项目分布在四家
子、金厂沟梁、贝子府、牛古吐、丰收、
玛尼罕、黄羊洼、四道湾子、兴隆洼等
乡镇。今年，该旗水利局水保站10名
技术人员全部进入工程工地，对这2
万亩国家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工程做进一步完善，目前田面翻耙已
近尾声，完成闸谷坊1万立方米，生物
封沟1500亩，修建截流沟22公里，整
地造林1000亩。经过去年秋季和今
春的紧张施工，曾经“跑水、跑土、跑
肥”的山坡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
的三保田。修成梯田后，投入一样，
产量翻番，一亩多收入600多元。

敖汉旗
新修梯田2万亩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日前，
2021年兴安盟科右前旗生产标准化

“四级联创”示范点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据了解，2021年是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兴
安盟农业技术推广站和科右前旗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四级农技推广部门在兴安盟
科右前旗开展“四级联创”蹲点服务活动
的第五年。通过连续多年的蹲点服务和
指导，科右前旗示范点在“米、菜、油、糖”
优势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率先引领带动
了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标准化生产，
促进了技术的集成与创新，为打造生产
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种植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该旗生产标准化“四级联
创”示范点建设工作将重点打造良种
场综合示范园区、红心智能水肥一体
化示范园区等6个农业示范园区。示
范园区建设将以标准化生产为核心、
以“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水稻绿
色节水高产高效栽培”两个重大技术
协同推广项目实施为抓手，围绕“四进
四控”和“三提三降一稳”措施落实开
展试验示范和技术集成优化。

科右前旗
启动生产标准化
“四级联创”示范点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 赵弘）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赤峰市在
红山区农产品产业园区建成了赤峰消
费扶贫中心和赤峰消费扶贫集中采购
展销服务中心。

该中心运用“一物一码、一码多识”
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为每个扶贫产品赋
予全球唯一的追溯“身份证”。将产品
追溯信息整合在系统内，为企业产品提
供防伪追溯服务，从而提高产品在市场
上的信誉度。目前，集中采购展销服务
中心已经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线上及线
下的销售网络。下一步，还将继续拓宽
销售渠道，推进线上平台和线下销售双
管齐下，充分利用好扶贫产品销售专区
和扶贫平台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共同打
造更加响亮的赤峰品牌。

赤峰
消费扶贫集中采购
展销服务中心建成

市场化治沙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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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盛文华 摄影报道

“绑扎普通笤帚需要的时间比较
短，绑扎笤帚健康锤就比较复杂了，
需要2个小时左右。”“笤帚苗除了能
制成日用品，还能制成饰品。”……60
岁的“笤帚大妈”贾殿荣正在直播。

镜头前，一把普通的原苗，一缕
寻常的丝线，在她娴熟的手法中几经
旋转穿梭，一件普通笤帚制品便呈现
了出来。屏幕上的字幕瞬间翻滚了
起来，“心灵手巧啊！”“这个怎么卖？”

“好棒，好棒。”
“笤帚大妈”贾殿荣是赤峰市巴林

左旗哈拉哈达镇哈拉哈达村村民，患
有类风湿关节炎，几年前她趁着农闲
的时候，参加了免费开办的笤帚苗加
工技能培训班，学会了笤帚苗绑扎。
2020年，能说会道的她开始直播卖自
己亲手制作的笤帚苗制品，一年下来
挣了16000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了解，哈拉哈达镇采取了“龙
头企业带合作社、合作社带产业大
户、产业大户带农户”的方式延长笤
帚苗产业链。截至目前，免费开办笤
帚苗加工技能培训班6轮55期，累计
培训学员2400余人次。企业通过以
工代训方式自主组织培训班14期，
累计培训学员近520余人次。全镇
现有笤帚深加工专业技术教员 24
人，熟练技术工人200余人。

近两年，该镇研发了精品笤帚、
工艺品摆件、保健养生等笤帚苗制品
共8大类130多个品种，手工绑扎的
笤帚苗产品受到了新加坡、韩国、北
京、山东等地消费者的喜爱。

装车装车。。

晾晒健康锤晾晒健康锤。。
展示厅。

礼盒装礼盒装。。

直播。

扶贫车间扶贫车间。。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