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整洁的房屋、平坦的道路、干净的厕
所⋯⋯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
海留树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大变化，村
庄的“颜值”持续提升。

走进海留树村村民李二珍家，只见院
落干净整洁，房屋窗明几净。李二珍拿出
村里颁发给她的“干净人家”奖牌，一边摩
挲一边笑着说：“邻居来家里串门，总要看

看这个牌牌。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别提
了！”

从“一时美”到“持久美”，海留树村从
环境整治、垃圾清运、环境督查三个方面
下功夫，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规范化。

“我们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充分利用
好党员、保洁员和社员 3 支队伍，在做好环
境卫生整治的同时，重点清理环境卫生差
的重点地段和脏乱户子。”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康进才说。

村里有脏乱“钉子户”怎么办？村“两
委”班子、保洁员等人员临时组成一支清
理队伍，帮助这些户子打扫清理。“一次不
行两次，等第三次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好意
思了。以后再去，发现那些人家已经自觉
搞好了卫生。”康进才说。

自觉，源于想法的转变、意识的提高。如
今，农户炕头、田间地头、乡村小路、广场一角，
都是村干部宣传人居环境治理的阵地。全体
党员在做好自家环境卫生的同时，还广泛带动
联系户、周边户开展整治工作。村民负责自己

家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村党支部同村民签订
“三包协议”，并实行积分制管理。

村庄“颜值”提升了，如何“驻颜”成了
关键。海留树村采用“1+1+4”环境督查
模式，即“1 个党支部+1 个环境督查小组+
4 次环境卫生大评比”。将环境卫生督查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每季度
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环境卫生评比。同
时，建立了环境问题曝光机制，广泛发动
村民参与环境问题“随手拍”，并曝光到全
村环境整治卫生群，督促及时整改。

本报 1月 4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包
头市达茂旗4个产品纳入2021年
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据了解，“达茂黄芪”“达茂绿头蒜”
等4个产品纳入名录有助于推进达
茂旗农畜产品品种改良、品质改进
和品牌创建，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增
效和农牧民增收,满足公众对安全
优质农畜产品的需求。

本报 1 月 4 日讯（记者 张慧
玲）近日，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地
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目前，全区已建成约3000
万亩的高效节水灌溉，年可节约用
水近3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达到0.564，与全国平均水
平差距缩小到 0.001，实现保障粮
食生产的同时减少灌溉用水。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薛来）
记者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近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下发《关于持续
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
通知》，明确原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更
名为非遗工坊。提出非遗工坊以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为重点，以脱贫人口、监
测帮扶对象为重点开展建设。确定
非遗工坊的认定责任落在县域，切
实打通非遗工坊建设“最后一公里”。

番茄授粉番茄授粉。。

辣椒装车。

茄子丰收了茄子丰收了。。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元旦、春节将至，蔬菜进入销售旺季，
在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禾旺产业园区，
蔬菜采销一片繁忙景象。

“老李，14 号棚的辣椒和 16 号棚的茄
子都可以摘了，带 5 个人过去。”通过智能
温室控制系统，蔬菜种植大户刘晓虎在手
机上就可以观察蔬菜长势。刘晓虎介绍，
他的 20 栋大棚每天采摘新鲜蔬菜 1600

多斤。“临近节日，蔬菜的需求量非常大，收
购价格一路看涨，辣椒从每斤 1.2 元已经涨
到 4 元了。”

这些蔬菜“走”出大棚后，少部分送往
本地商超、菜市场，大部分销往北京、大连、
沈阳、上海、广州等地。“春节前后，园区蔬
菜产量将大幅提高，整个园区 530 栋暖棚，
预计单日最高采摘新鲜蔬菜量能达到 10
万斤左右。”禾旺产业园区负责人张兵说。

蔬菜采销两旺的局面也让本地村民受
益，大营子乡和平村村民徐海英把土地流

转给禾旺产业园区，自己从农民变成了
工人，有了稳定收入。之前，她像很多农
民一样，一到冬天就只能“猫冬”。现在
有了蔬菜大棚，农闲变成了农忙。“去年
10 月份以来每月能挣 3000 多元，今年蔬
菜销量大，看来得在大棚里过年了。”徐
海英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林西县的蔬菜产业带动了
大量农民走上致富路，其中种植户达 1.5
万户，园区务工人员 2000 余名，人均增
收 5 万元左右。

农闲人不闲农闲人不闲 大棚喜丰收大棚喜丰收

金融“活水”服务
乡村振兴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王
冠静）记者从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
了解到，为推动乡村振兴，让金融

“活水”涌入田间地头，农业银行内
蒙古分行构建了“规划引领、方案
驱动、行动开路、特色发展”的金融
支持乡村振兴新格局。

截至目前，农业银行内蒙古分
行向全区各地乡镇派驻 1356 人、
355 个“农行支持乡村振兴流动服
务党员先锋队”，共投放贷款 901
亿元，对全区县域乡镇（苏木）、行
政村（嘎查）覆盖率分别达 100%和
89.97%；惠及农牧民 44.45 万户。

〖看台〗

我区公路铁路
运粮有优惠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阿
妮尔）记者从 2021 年全区秋粮收
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
区公路铁路粮食运输可享受多项
价格优惠政策。

公路方面，依据国家《鲜活农
产品品种目录》，马铃薯运输车辆
享受鲜活农产品免费通行政策，
其他粮食品类运输车辆享受 ETC
用户通行费 9.5 折优惠和优先通
行。铁路方面，按照《铁路货运价
格管理办法》《关于粮食棉花等货
物继续免收铁路建设基金优惠政
策的通知》要求，粮食运输享受免
收 0.033 元／吨公里运价优惠；同
时属地车站可根据运输方向、运
输方式及运输需求情况，采用“一
口 价 ”优 惠 政 策 ，运 费 最 大 下 调
30%。

据悉，我区粮食运输品类主要
有：玉米、小麦、高粱、大豆、薯类。
公路主要发往周边 8 省区，铁路主
要发往曹妃甸、京唐港等沿海港口
和京津唐、四川、河南等省区。今
年前 10 个月，全区粮食运量 5000
多万吨，其中公路运量 4600 万吨
左右，铁路运量近 480 万吨。粮食
外运 1900 多万吨，其中公路外运
1500 万吨左右，铁路外运近 46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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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风景就
在前方，崭新的一
页 在 我 们 面 前 铺
开。亲爱的读者，
2022 年第一期《乡
村振兴》版与您见
面了。很荣幸，您
们的目光折射出我
们努力的价值。伴
随着一次次阅读的
共鸣、思想的碰撞，
我们又一次深深地
感到：无论时光如
何流转，无论事物
如何变迁，与时代
同步、与读者同行，
我们才有了金色的
收成！

从茫茫雪域到
沙漠戈壁，从高原
低谷到深山老林，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步履铿锵。新的一
年，我们将带来更
多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报道，也
会带您领略新时代
农村牧区的万千气
象，更会凭借前瞻
视角，回应您的所
思所盼。

经 过 改 版 的
《乡村振兴》，视线
将继续聚焦乡村振
兴一线，重点策划

《振兴·新作为》《点
赞·新气象》《广角》

《看台》《风采》《速
读》等栏目，全方位
记录内蒙古在乡村
振兴事业中取得的
瞩目成就，为蓬勃
发展的新时代提供
展示的平台，让《乡
村振兴》更有高度、
更具温度。衷心希
望广大读者能够对

《乡村振兴》版给予
更多关心和支持。

致读者

□本报记者 薛来

拥有 40 万人口的兴安盟扎赉特旗，
曾是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旗
县，2019 年 4 月退出国贫旗县序列后，当
地旗委、政府并没有松懈，反而更加紧迫
地行进在防返贫致贫的路上。

扎赉特旗按照“多网合一、全域覆盖”
的理念，将全旗 197 个嘎查村、11 个城镇
社 区、6 个 驻 旗 单 位 和 6 个 林 场 划 分 为
1019 个网格，在全旗配备 2095 名网格员，
通过分片包干、日常巡查，把每年定期开
展的动态调查和防返贫监测变成每周 2 次
的实时动态监测。“每一名网格员就是一
枚‘移动探头’，确保及时发现并上报返贫
致贫风险，以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精准
帮扶。”旗社会治理中心主任宋雅娜说。

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苏木沙日格台
嘎查村民白德力格尔一家被确定为边缘
易致贫户，他家的情况就是当地网格员入
户巡查监测时发现的。

白德力格尔有 18 亩耕地，主要种植玉
米，年收入约 5.4 万元，在当地算是富裕
户。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
个普通家庭。去年 6 月，白德力格尔的爱
人海香桃突感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为结
肠癌，经过 53 天的入院治疗，医疗费用共
计 25 万余元，虽然医疗保险报销了很大一
部分，但毕竟基数大，自费产生的 7 万多元
仍旧让他们喘不过气。“出院后，妻子每天
长吁短叹，每次我都躲着她一个人偷偷
哭。”白德力格尔说。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网格员阿拉木
斯上门了。他详细了解情况后，迅速通过

“10·17”防返贫监测和帮扶系统上报，并

在第一时间联系苏木乡村振兴办公室说
明情况。随后组织驻村工作队、嘎查“两
委”、帮扶专干、村民代表召开了防返贫监
测动态管理研判会。经过研判商讨，白德
力格尔一家被纳入边缘易致贫户。

“被纳入边缘易致贫户后，我获得 5 万
元的防贫保保险赔付。嘎查村委会还给我
安排了保洁员的工作，每年 6000 元工资。
村委会的同志们还自筹 1500元，给我家买
了1吨煤。没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这
个家早就破碎了！”白德力格尔热泪盈眶。

通过网格员入户巡查并被纳入边缘
易致贫户的还有巴达尔胡镇塔本毛都嘎
查村民佟玉山，他去年做了心脏搭桥手
术，负债 5 万元。“嘎查村委会给我妻子安
排了公益岗，每年 6000 元工资，又给我们
一家 3 口办理了低保，每年补助 1.5 万元，
还落实了医疗临时救助资金 8000 元。”说

起这些帮扶政策，佟玉山泪眼婆娑。网格
员吴金花入户巡查时，佟玉山向吴金花表
达了发展养殖业的愿望，于是嘎查村委会
为他协调了信用社贴息贷款。“有政府帮
助，加上自食其力，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
红火！”佟玉山情绪高涨。

“入户就像是串门儿，村民和我们聊天
时从不藏着掖着，在唠嗑中就把问题解决
了。”好力保镇五家子村三家屯网格员于振
波介绍，37岁的于振波是村委会妇联主席，
兼任网格员已经 2年多。她负责三家屯 45
户 124人的日常巡查工作，每周 2次入户巡
查已经是她常态化的工作。

由于与村民走得最近，基层网格员成
为各级党委、政府政策“最后一公里”的传
递员。好力保镇古庙村第一网格的网格
长张洪来说起网格化工作时感触颇深：

“刚开始入户时，困难确实挺多，很多人不

相信网格员能解决问题。通过耐心讲解
和实打实的帮扶政策，现在，所有人都信
服我们，大事小情都愿意找网格员。”

今年40岁的张洪来已经是扎赉特旗网
格员队伍中的“老人”了。如今，一批90后网
格员正活跃在当地十余个苏木乡镇之中。
记者走访当地多个嘎查村了解到，他们多是
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能为家乡做点实事
感到很荣幸。”29岁的网格员吴金花表示。

截至目前，扎赉特旗网格员共采集村
民的标准地址、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实有
单位“一标三实”信息 41.7 万余条，上报事
件 6581 件，已办结 6464 件。其中，因病、
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发生明显变化的
610 户农户全部得到及时精准帮扶。

“ 每 一 名 网 格 员 都 是 村 民 的‘ 代 言
人’，村民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网格员办
理。”旗乡村振兴局局长耿立军告诉记者。

2095个“移动探头”为村民发声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几名工人正忙着清洗苁蓉，接着输送带
将清洗好的苁蓉送到切片机中，切成薄厚一
致的切片，这是记者日前在阿拉善盟阿左旗
巴彦诺日公苏木苏海图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
苁蓉加工车间看到的一幕。

苏海图嘎查地处腾格里沙漠北部边缘，
这里气候干旱、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恶劣，草
场退化严重。遇到大旱之年，嘎查牧民一年
的收入还不够给牲畜买草料吃。近年来，该
嘎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人工种植梭梭嫁接肉
苁蓉的特色沙产业，全嘎查 127 户村民中有

90 户先后参与了梭梭、肉苁蓉种植。
“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可是个好产业。”

48 岁的苏海图嘎查牧民马忠强喜笑颜开。
马忠强种植了 1 万多亩梭梭林，其中 3000 多
亩嫁接了肉苁蓉。“肉苁蓉一年可采挖两季，
春季可收苁蓉籽五六十斤，秋季能采挖 10 吨
左右的肉苁蓉，一吨价格 3 万多元，我年收入
40 多万元。”马忠强说。

为将当地丰富的肉苁蓉资源转化为经济
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苁蓉产业，延伸产业链
条，苏海图嘎查成立了股份经济
合作社，购进提升多功能清洗机、
输送机、切片机等设备进行苁蓉
深加工。

“苁蓉加工厂建成后，合作社向牧民收
购了 11 吨鲜苁蓉，加工切片后，当年盈利 2
万多元。”嘎查党支部书记潘金泽告诉记
者。“去年，合作社还注册了商标开拓了市
场，同时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公司+
牧户’的模式，与阿左旗各大特产商贸公司
达成产品收购协议，并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支

持 及 部 分 合 作 资 金 ，进 一 步 拓 宽 增 收 致 富
路。”潘金泽说。

目前，苏海图嘎查已种植梭梭林 45 万
亩、接种苁蓉 25 万亩，年采挖肉苁蓉达 130 吨
左右，嘎查牧民年均收益 2 万元左右，初步形
成生态好转、牧民致富、沙产业稳定发展的新
格局。

鄂尔多斯：美丽乡村海留树

苏海图嘎查：种梭梭林富了牧民

跨越 1800 里
只为乡亲能富裕
□本报记者 薛来

“察右后旗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
国银保监会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察右后
旗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张益锋从文
件夹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数张荣誉证书。

“这些荣誉虽然只代表过去取得的一点
点成就，但这是国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所以我倍加珍惜。”他的声音不大，显得
有些腼腆，“偶尔翻出来看看，除了自豪
外，也深感作为一名驻村书记所担负的
重大责任。”

2019 年 8 月，在收到浙江银保监局
党委动员青年干部到国家银保监会定点
帮扶村——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
大井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通知时，张益
锋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他说：“我是农民
的儿子，我了解农村，我愿意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是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他说
这话的时候，他的家乡浙江临安山区刚刚
遭受过“利奇马”台风的肆虐，山林尽淹、
家园被毁，需要整体搬迁，他只能将年迈
的父母和两岁的女儿托付给妻子，从杭州
的工作地出发，踏上了边疆帮扶之路。

初到大井村，他就遇到许多难以想
象的困难：水土不服、饮食不同、语言不
通、连续失眠⋯⋯但他无怨无悔，吃住在
村里，做起了地道的“村里人”；走村串
户，成了村民们口中的“小张书记”。多
少清晨，他迎着朝露奔到田间地头，种土
豆、看南瓜、转牛圈⋯⋯多少深夜，他遥
望星空苦思难眠，翻开帮扶日记，记下村
民期许，记下踌躇壮志。

“要想富，先修路”，他多方奔走，帮
助村里完成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工
程——7.6 公里的通村水泥公路，实现了
村民们朝思暮想的愿望。“要想富，搞养
殖”，他因地制宜推进牛羊鸡等养殖产业
发 展 ，精 心 打 造“ 绿 色 蛋 鸡 养 殖 示 范
村”。“要想富，开商铺”，他建立了集体经
济微商平台，亲自上阵直播带货。他想
方设法协调教育、医疗救助和金融扶持，
在国家银保监会、浙江银保监局的支持
下，引进资金 600 多万元，助力大井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现在，脱贫户人
均收入超过 9000 元。

800多个日日夜夜，几十万字的帮扶
日记里，全是大井村的大事小情，他心里
装的只有大井村，就连回杭州参加会议，5
天会期、咫尺路程，也没能回一趟家。是
的，他是茫茫大草原的儿子，草原上的父
老乡亲需要他。他说要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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