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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敖汉旗2个单位入选2021年国家畜禽核心
育种场了！

近日，这条喜讯在敖汉旗广泛传播，农牧领
域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1年度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等遴选核验结果
显示，敖汉旗良种繁育推广中心入选国家核心种
羊场，位于敖汉旗的内蒙古桂柳牧业有限公司入
选国家水禽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入选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对于促进敖汉
旗壮大核心育种群、打造育种新高地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敖汉旗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敖汉旗农牧局局长张洪
峰说。

敖汉旗良种繁育推广中心自2018年3月
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肉羊群体遗传改良、种
羊繁育、推广、服务等，主推肉羊品种为杜泊
羊，2021 年取得省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2021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改良专家组考
核验收，评分91分，评定为优秀等次。

与敖汉旗良种繁育推广中心同时入选的内
蒙古桂柳牧业有限公司位于敖汉旗新惠镇工业
园区，主要从事快大型肉用祖代樱桃谷种鸭、父
母代养殖、商品一代孵化销售、饲料加工和家禽
屠宰加工等业务。2019年，公司被评为赤峰市

“市级扶贫龙头企业”。该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家禽研究所、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广西大学等科
研院所和高校建立“产、学、研、推”的合作模式，
开展精准选种、营养调控、疾病诊断与净化、节
能减排、多平台联合推广等多项创新研发，公司

产品质量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成活率、均
匀度、市场接受度排名靠前，市场占有率逐年
提高。

攥紧农牧业“芯片”，加快种业“破壳”。近
年来，敖汉旗依托现有优质种源，以满足现代
化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良种繁育力度，开展
育种技术攻关，加快推进主推品种的扩繁生产
和引进品种的本土化培育等工作。“下一步，敖
汉旗将聚焦畜禽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
打造畜禽品牌，繁荣优势特色产业。”王艳超介
绍说。

〖速读〗

〖看台〗

□本报记者 薛来 实习生 张晓红

“困难问题像座山，包联单位帮忙搬。销路不
畅老大难，企地合力打通关……”这是去年在国内
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热传的小视频《卖肉记》中的
词。视频主人公之一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木凯
淖尔镇达楞图如村村民杨恒。“去年6月，我们村
集体经济企业生产的 6000 斤风干羊肉严重滞
销。市包联办得知情况后，协调内蒙古消费扶贫
集采中心鄂尔多斯分中心，解决了所有风干羊肉
的销售难题，合计金额70余万元。为了表达感激
之情，我们村民自创台词并录制小视频，没想到在
网上火了。”杨恒兴奋地说。

为帮助当地农牧民解决农牧产品卖难问题，
2020年，鄂尔多斯市委政府号召各类企业通过购
买农畜产品的方式帮助农牧民增收致富，此举得
到企业积极响应。经过近2年的探索实践，该市
企地合力助推消费帮扶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2021年12月2日，国家发改委选出全国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54个优秀典型案例和49个入围典
型案例，其中，“鄂尔多斯市企地合力助推消费帮

扶”被评为我区唯一优秀典型案例。
“企地合力助推消费帮扶，是通过市委政

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模式创新等方式，把
企业的消费需求同地方特色农畜产品的品质
优势相结合，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政策优
势相联系，建立起的一种产销一体、订单链
接、协同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鄂尔多斯市
包联办常务副主任王宇飞介绍，“这项工作的
最大特色就是部门联动、多元销售。市旗两
级组织部、包联办牵头抓总，发改、农牧、商
务、乡村振兴等部门建立联动和服务保障，与
各旗区有帮扶意愿的企业合作，设立消费帮
扶专馆、专区、专柜、线上平台。同时与石油、
保险、银行、酒店等行业的线上商城开展合
作，实现网红直播带货、电子商城销售等线上
精准营销，深受市民欢迎。”

看着一批批羊肉不断销往各地，鄂托克前
旗敖勒召其镇三道泉子村村民王有心里乐开了
花：“对于我们农牧民来说，最犯愁的事儿是生
产出来的产品咋能卖出去，咋能卖个好价钱。
这两年，驻村书记和包联单位联系企业，帮助村
民销售农畜产品，我们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鄂尔多斯市通过企地合力助推消费帮扶，
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稳定的企地供
需协议和产销合作，将消费帮扶理念深植产业
全链条、帮扶全过程，化“口碑”为“品牌”、变“短
期帮扶”为“长期助跑”，有力推动了全市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去年，国能神东煤炭集团从当地采购蔬菜、
水果、杂粮、牛羊肉等价值 5600 多万元的产
品。2017年至今，该企业已累计投入消费帮扶
资金1.94亿元。“用终端消费拉动农牧民的生产
热情，用消费带动农牧民增产增收，我们愿意为
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国能神东煤炭集团乡村振
兴办主任孙英韬表示。

鄂尔多斯市735个包联驻村工作队化身产
销服务队，不做“一锤子买卖”，让“头回客”变

“回头客”。他们用满腔热情为农牧民服务，他
们从源头保障了消费帮扶全域纵深推进。

“驻村干部要以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情怀，
真正把‘驻村’变成‘助村’。”达拉特旗白泥井镇
侯家营子村第一书记张耀雄如是说。他在网络
上开展亮起党的旗帜、亮出党组织作用、亮明党
员身份的“三亮行动”，为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代

言。不到1年时间，他就组织了21期农畜产品
网销活动，累计接单3033单，销售金额28万多
元。

据了解，截至2021年末，鄂尔多斯市累计
与530家企业签订具体采购合同832个，完成
实际采购25.33亿元。其中直接采购“三类人
群”的农畜产品价值5988.78万元，人均销售收
入实现7139元。今年首季度，全市与62家驻
地企业签订具体采购合同42个，完成实际采购
2.84亿元。在新一轮企地合力消费帮扶签约
中，还将与驻地企业签约项目182项，签约金额
24.48亿元。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消费帮扶已显现出巨大
成效，也为更多人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亲密接
触’的机会。”王宇飞说，“推进消费帮扶提档升
级，离不开企地合作的接续努力，离不开全社会
的广泛参与，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我们将多出奇思妙想的新创意，多想化凡为奇
的金点子，在善始善终中善作善成，在持续用力
中久久为功，不遗余力将此项惠民工作持续深
入推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靓丽品牌。”

敖汉旗：攥紧农牧业“芯片” 加快种业“破壳”

〖风采〗

〖点赞·新气象〗

□本报记者 阿妮尔 通讯员 伍冬梅

“咩咩咩……”走进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
旗乌里雅斯太镇恩和吉日嘎郎嘎查孟克巴雅尔
家的棚圈，只见一只只小羊羔活蹦乱跳，满地撒
欢儿。

“我们家从3月初就开始接羔，已接羔300多
只。”孟克巴雅尔看着眼前的这群小羊羔喜上眉
梢。

孟克巴雅尔是锡林郭勒盟盟级乌珠穆沁羊
核心群户，也是远近闻名的养羊专业户。近年
来，孟克巴雅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逐步转变生
产经营方式，着力优化畜群结构，狠抓乌珠穆沁
羊的选育和提纯复壮工作，羊群个体质量和生产
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羊羔平均能卖到1000元

左右。”孟克巴雅尔很是高兴。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多举措全力推动乌

珠穆沁羊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全旗乌
珠穆沁羊养殖户达到 5100 户，去年产值约
15.88亿元，成为当地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富
民产业。

为进一步保障和提高牧民群众的收入，东
乌珠穆沁旗在推进畜牧业标准化生产上持续用
力，进一步加大对优良乌珠穆沁羊核心群的扶
持力度，加强母畜、仔畜标准化饲养管理，合理
搭配牲畜饲草料营养，引导牧民群众优结构、
提品质、增效益。

同时，该旗不断加强牧区基础设施建设，
有效提升棚圈、饲草储备以及畜牧业生产基础
设施装备水平。全旗建有暖棚 51258 处、
138.36万平方米，畜圈19009座、591.82万平

方米，存栏 108.61万只。
好草养好羊。东乌珠穆沁旗地域辽阔，草

原总面积近6000万亩。天然牧草种类多，营
养成分高，优良饲用牧草就达300多种，营养
成分较全面，对羊肉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乌珠穆沁旗近年来坚持“兼顾生态、精
养优养”的养殖方式，以种子工程、健全产加销
体系、做好品牌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等方面为

抓手，全力发展乌珠穆沁肉羊产业。现全旗已
培育乌珠穆沁羊扩繁群16群、核心群280群、标
准化畜群2600群、多脊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2
群，培育家庭牧场286家。

2021年，“乌珠穆沁羊”成功申报国家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随着“乌珠穆沁羊”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产品销往全国28个省市和
地区。

乌珠穆沁草原上的“致富羊”

〖振兴·新作为〗
一头牵生产 一头连消费

鄂尔多斯打造消费帮扶“升级版”

□本报记者 薛来

“钟大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初见王智峰时，他
正在走访脱贫户钟林。“你不用老来看我，我虽然不能
干活，但我们俩口子有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加
上土地承包费，一年收入1万多元呢！”78岁的钟林笑
着说。

2021年9月，王智峰被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公安
局派驻到先锋乡孟家段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一说
起他，村民们都掩口而笑：“每次走访入户，王书记都
要掏出本子写写画画，也不知道他在记些啥！”

驻村第一天，王智峰便马不停蹄开始“敲门见人”式
走访调研，他说：“熟悉村情是驻村书记的第一要务。”在
村党支部书记张洪文的带领下，他层层走访脱贫户、低
保户、一般户。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状况、村“两委”班
子运行情况、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保障等各
方面进行了细细盘问、深入调查，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具体帮扶方案，使驻村工作思
路明确、干有方向。“阮大娘有3个儿子，但不在身边；钟
大爷患有多种慢病，无劳动能力；张大哥有6亩地，收入
不稳定；村委会办公设备需要改善……”这些细琐的信
息写在他的笔记本第一页。

孟家段村地处丘陵山区，多年大水漫灌，使地力
逐渐减弱。王智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和张洪文多
次到先锋乡政府和旗农牧业局交涉，积极争取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今年3月底，“1500亩高标准农田整
治项目”终于落户孟家段村。就在王智峰和村干部们
欢呼雀跃时，一道更大的难题摆在他们面前——许多
村民因为不了解高标准农田的好处和运作流程而在
观望。“耕地整在一起，将来的收成咋算呢？”村民刘玉
琴无不担忧。

为了打消村民顾虑，白天，王智峰协同张洪文带着
工作人员测量土地、核对取水口，考察耕地种类、数量及
开发潜力等工作。晚上，就前往村民家中宣传政策，他
从当前形势讲到未来发展，从“田成方、渠相通”讲到“旱
能浇、涝能排”……在王智峰的不懈努力下，村民们终于

“开了窍”。高标准农田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如期进行，今
年秋收工作一结束，项目就要正式开始实施。“王书记为
了让我们增收，可下了大心思，1500亩土地集中连片，
那场面得有多壮观，想想都激动！”村民徐凤春兴奋地
说，“明年的孟家段村将要大变样儿啦！”

花大心思为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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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秸””尽所能尽所能

本报 5 月 17 日讯 （记者 薛
来）记者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近
日，新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中国建设
银行金融副村长聘任暨“亮建北疆”乡
村振兴共建基地揭牌仪式在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举办。此次选聘“金融副村
长”的工作模式，助推了新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的发展，为做好金融政策
宣传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银行系
统在新金融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中明确
出发点、找好结合点，紧紧围绕全区发
展实际开展新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为我区乡村振
兴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薛来）
为打造“原味乌兰察布”区域公用品牌，
提升绿色农特产品品牌影响力，拓宽销
售渠道。日前，“中国特产·乌兰察布助
农馆”在京东平台线上开馆。

“助农馆”平台将带动乌兰察布市
11个旗县市区35家品牌企业的100余
种绿色农特产品、旅游文创产品在京东

“中国特产·乌兰察布助农馆”进行线上
销售。目前，“助农馆”已在线上开设生
鲜、食品两个销售专区，销售各类农特产
品22种。预计5月底，完成原味乌兰察
布市各类产品上线50余种。“助农馆”平
台搭建是充分整合乌兰察布市绿色农
特产品生产、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发
展“民宿+”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文旅
体商农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是有效解决
农特产品产销分离、价值链脱节、品牌溢
价能力差等诸多问题的深入实践。

“中国特产·乌兰察布
助农馆”在京东上线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为加快
推进呼伦贝尔市2022年畜禽遗传资
源普查系统调查工作，日前，呼伦贝尔
市全面启动呼伦贝尔细毛羊生产性能
测定工作。在生产性能测定过程中，
专家组科学评估呼伦贝尔细毛羊特征
特性和生产性能的变化情况，强调生
产性能测定实施细则，做到测定数据
真实可靠，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
验。现场测定成年种公羊及120只6
月龄羔羊的体尺体重数据并建立了相
应档案，为圆满完成年度遗传资源普
查任务奠定基础。

本报 5月 17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生产经营秩
序，自3月1日起，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
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农
资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拉网式”排
查，实现全方位整治。

据悉，专项行动以“规范”为基础，围
绕农膜、化肥、滴灌带等农资产品，以生产
加工、批发零售和消费等各环节为检查
整治重点，有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检查方式有序开展检查。以“精准”为导
向，除加强农资经营主体检查外，还对照
农资产品标准进行重点检查，包括农膜
生产企业是否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滴灌带、化肥产
品标签是否按执行标准的要求规范标注
等。截至目前，共检查农资经营企业46
家。监督抽检农资产品128批次。下一
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规范
农资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强化农资识假
打假知识宣传力度，有力有效治理农资
市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呼和浩特市开展
农资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阿妮尔）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自治区补充耕地项目管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项目立项、
实施、验收、管护等方面进行全程监管，
进一步规范补充耕地项目管理，提升项
目管护水平。

《通知》规定，新增耕地来源主要为
低效利用、闲置和未利用的非耕地类，
包括其他草地、盐碱地和裸土地等宜耕
未利用地，工矿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建
设用地，田坎、农村道路和历史形成未
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残次林地、草地等
适宜开发的除耕地以外农用地。历史
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残
次林地、草地等适宜开发的农用地，以
及平原地区拟恢复整治为耕地的现状
为种植果树、林木的地块，符合相关条
件并经过规定程序，可纳入补充耕地项
目立项范围。

据悉，各级各类项目产生的新增耕
地、新增水田和提质改造产生的新增产
能，拟用于落实占补平衡的，按照相关文
件要求，采取旗县（市、区）初核、盟市审核
和自治区复核的三级核定形式统一核定。

我区在补充耕地项目
管理上再发力

□本报记者 薛来
实习生 曲桂茹 摄影报道

“秸秆真是好东西……”近日，兴安
盟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杨家嘎查的
养殖大户朱明有一边用秸秆喂牛，一边
对记者说。朱明有养着100多头牛，每
到秋冬季，他就为草料犯愁：“100多头
牛吃得可真不少，一个冬季就得吃掉十
几万元的饲料。利用秸秆作饲料，大大
降低了养殖成本，牛膘也不会降，牛粪
还能还田，简直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农作物秸秆有丰富的有机物质，秸
秆还田可以给土壤补充有机质以保持
地力，但如果将没有经过处理的秸秆深
翻入土，需要经过1至2年的时间，秸秆

才能分解成可被农作物吸收的有机营
养。在分解过程中，秸秆会与农作物根
系争夺营养，造成农作物产量低下。通
过“过腹还田”，即用秸秆喂养牛羊，再
把牛羊的粪便腐熟还田，不但让农作物
变得有机绿色，而且对保护土壤也有极
大作用。

“我家种了七八亩玉米，以前的玉
米秸秆基本都烧了，自从老朱收购秸秆
后，我再也没有焚烧，这些秸秆能卖
1000多元呢！”村民王英慧说。每到秋
季，朱明有大量收购秸秆，不仅增加了
周边群众的收入，还带动了阿力得尔苏
木85%的村民将秸秆当饲料发展养殖
业。据悉，2021年，阿力得尔苏木饲料
化利用秸秆达10万吨，促进经济效益的
同时有效禁止了焚烧秸秆行为。

加工秸秆加工秸秆。。

回收秸秆后的农田回收秸秆后的农田。。

打成卷的秸秆饲料打成卷的秸秆饲料。。

秸秆过腹还田秸秆过腹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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