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角〗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呼和浩特海关工作人员近日走进锡林郭勒盟
正镶白旗乌兰察布苏木敖伦淖尔嘎查开展“送科
技下乡”活动。

“进口肉牛牛犊体积小、生长快、难产率低，而
且使用冷配技术养殖肉牛，在饲养过程中可以大
大减少种公牛的饲草消耗，节约生产成本。”呼和
浩特海关技术人员向大伙儿介绍起了进口肉牛冷
配技术的优势。

大家一听这进口肉牛冷配既能高产还能省下

饲草钱，觉得“一里一外”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都
来了兴趣，围着海关技术人员争相提问。

“送技术下乡”活动按照“牧民自愿、示范引
导、有序推进”的原则，在敖伦淖尔嘎查选取5
户畜种改良示范户，推进育龄母牛的进口牛冻
精冷配工作，并围绕冷配技术、动物疫病防治等
开展了技术培训。

“此次活动立足畜种改良这一着力点，充分
利用海关技术优势，把肉牛冷配、动物疫病防治
等现代化养殖技术输送到嘎查，希望不断拓宽
咱们农牧民的增收致富渠道。”呼和浩特海关关
长李建伟说。

两个小时二十分钟，进口肉牛冷配技术和动
物疫病防治培训结束，牧民哈日夫也收获满满。
他高兴地说：“我认真听了呼和浩特海关和盟畜
牧站专家的授课，不仅在冷配实操技术上获得提
升，而且对于我提出的我家牲畜驱虫效果不理想
的问题，专家也帮我找出了原因。这次我还争取
到了畜种改良示范户的名额，有技术、有资源，咱
这日子不愁不红火！”

其实，此次“送技术下乡”，海关是“有备而
来”。敖伦淖尔嘎查畜牧业以肉牛养殖为主，因缺
乏先进技术支撑，畜牧业发展相对滞后。怎样带
领农牧民增收致富？呼和浩特海关驻敖伦淖尔嘎

查第一书记阿古都木自2021年10月任职后，这
事儿就成了他心头的第一等要紧事。

经过前期缜密的调研，阿古都木将推广肉
牛冷配技术、减少种公牛养殖等具体工作思路
进行上报。对阿古都木提交的可行性报告进行
了详细研究后，呼和浩特海关近期成立调研组，
赴敖伦淖尔嘎查开展了进口牛冻精和冷配技术
的使用推广工作。

近两年来，呼和浩特海关密切跟进锡林郭勒
盟畜牧业“减羊增牛”和“草畜平衡”发展战略，立
足敖伦淖尔嘎查实际，在“牛”字上做文章、在“质”
字上谋发展，推动嘎查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送“技”下乡 助力产业发展

〖风采〗

〖点赞·新气象〗

□本报记者 薛来

每次回单位汇报工作，帅玉明总是被同事拽着
不放：“原来白白净净，现在怎么黑不溜秋的？”

“你见过白白净净的庄稼人？”每次这样反驳同事时，
帅玉明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村里人。

帅玉明是自治区公安厅网安总队四级高级警长，
2021年10月，他被派驻到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黑沙
土镇哈北嘎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为了尽快熟悉村
情民意，帅玉明每天都要带着笔记本到村民家“串
门”。“刘汉富、70岁，妻子武秀花、71岁，家里4口人，两
个儿子都有残疾，老两口以养羊为主，现有母羊22只；
郑翠亮、83岁、老党员，常年卧病在床需要电褥子，明天
去县城顺便买上；入党积极分子刘清的半年思想汇报
需要支部考察，拟在周五晚8点召开支委会……”记者
翻看他的日记本，里面写满了村民的具体情况。“群众
对干部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办实
事。”回忆7个多月的驻村工作，帅玉明深有感触。

“帅书记工作认真踏实、脑子活泛。为村民致
富、改善村容村貌出了不少主意。”村党支部书记师
学亮感激地说，“帅书记刚刚进村，就为村委会协调
了15吨过冬煤，还协调相关部门为村民送上棉衣、
棉皮鞋、棉帽子、消毒酒精、医用口罩等共计12万
余元的物资。”

“对于农村工作我是‘新兵’，需要从头学起。”
帅玉明坦言，从警17年，一直在机关工作，缺乏农
村工作经验和沟通技巧。“只有真正了解村民的所
思所想所盼，农村工作才能做好。”帅玉明颇有心
得。通过“串门”，哈北嘎村 3个自然村的 203户
415口人，他能叫出任何一位村民的名字。

帅玉明很忙，白天开会研究工作进度，走访脱
贫户共谋致富思路，晚上还要看书查资料，学习乡
村振兴政策。在他的床头摆放着一本《乡村振兴与
可持续发展之路》，书上还做了许多标记，有的地方
还画上了问号。他说，做好农村工作光有热情不
行，还要学懂弄通乡村振兴的理论知识。

最近，帅玉明正和村“两委”商议，准备在村里
实施“硬化一条路，建设党员群众综合活动室，亮化
三个村组，创立文明农户评比”等 4个可行性项
目。看着帅玉明忙碌的身影，师学亮特别愧疚：“我
们这儿风沙大，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白小伙’被
晒成了‘黑汉子’，真是苦了他了！”

帅玉明真“帅”

□本报记者 包荭 实习生 白洁 摄影报道

“5月20日抓鸡苗150只，5月27日抓鸡苗200只……”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木
凯淖尔镇巴音淖尔村村民马凤英在自家鸡舍里的一面墙上用黑油笔认真地做了记
录。还真别小看这350只土鸡，这一年就能给马凤英家带来近3万元的收入。

木凯淖尔镇素有养殖土鸡的传统，当地农牧民几乎家家户户散养土鸡。以往
农牧户养殖土鸡基本都是东家30只，西家50只，生产“小、散、弱”。为把土鸡养殖
打造成为农牧民的增收亮点，木凯淖尔镇按照“小鸡大产业”的发展思路，2020年引
进企业，在镇里建了土鸡种源基地，由当地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投入，企业负责日常
生产运营，服务于民、让利于民。

从2020年开始，木凯淖尔镇计划用3年时间把养殖规模从15万只扩大到50
万只左右。目前，木凯淖尔镇已有近百家土鸡养殖示范户，滚动养殖规模达到近百
万只，生态养鸡真正成为“镇有名、业有精”的富民兴镇大产业。

木凯淖尔镇土鸡种源基地木凯淖尔镇土鸡种源基地。。

〖看台〗

□本报记者 韩雪茹

5月，水稻插秧了。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到

处可见马达轰鸣、机声隆隆的插秧机在稻田里穿梭
奔走。插秧机走过之处，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秧苗，嫩
绿的秧苗间隔有序、排列整齐，透出勃勃生机。

“我是持证上岗，产业园请了专业人员给我们
做培训，培训结束后考取无人机驾驶证才开始使
用这种无人机进行施肥的。这台无人机一次可以
装80斤返青肥，眼前这6亩地搁在以前人工播撒
需要2小时，现在两三分钟就完事儿了。”正在水稻
田边用无人机进行施肥作业的好力保镇古庙村村
民王力全说。

别看王力全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身上却充满
科技范儿。他一边利用脖子里挂着的无人机遥控器熟
练地操作着无人机起落，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无人机
的好处：“这是有自动避让功能的无人机，只要利用北斗
导航设定好航线，即使晚上也能施肥。我虽然看不见，
但机器自己‘长’了眼睛，又快又省心。在春播最忙的那
些天，这是抢抓农时的‘神器’。”

传统农业的华丽转身让人惊喜。该产业园是

内蒙古第一家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近年
来，产业园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坚
持构建大基地、大科技、大融合、大带动、大加
工“五位一体”产业发展格局，聚力打造绿色发
展引领区和乡村振兴样板区，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和休闲农业。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产加销无缝对接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实现了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的
华丽转身。

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2021年，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在33
个行政村遴选100名产业园产业专干，负责把
智慧农业技术“导入”小农户之中，让农业科技

“飞入寻常百姓家”。
科技就在田间地头，农民也跟着吃起了

“科技饭”。在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古庙村的
产业专干丁海波却没有像往年一样，隔三差五
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生长情况，而是通过遥感
技术和专家开出的“良方”，远程了解秧苗长
势。他一边对接园区，一边连接农户，借助智
慧大脑平台资源，及时解决农民们在生产中的
难点、堵点。

“高科技的应用让我们种地更科学，空气湿

度、土壤温度、光照强度都能看到，还能实时监测
水稻长势。比如，以前农民加工晾晒后的稻谷时，
会习惯性地咬一咬来判断晾晒的程度，现在可以
直接看水分数据，稻谷含水量15%左右就可以加
工了。”正在摆弄手机的丁海波说，“我们就像‘牵
线人’一样，通过‘掌上产业园’APP、微信群、电话
咨询、现场培训等多种方式，实时获取科技成果，
全程跟踪服务指导农民种植和管理。”

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物联网+智慧农业科
技服务中心负责人于晨阳介绍，产业园智慧农业示
范区配备了1000套田间各类感知设备，农业示范
区变身智慧农场，每年数据采集量达到10万余条，
依托专业团队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产业专干导入
到小农户，保证水稻全生育期的数字化管理。

从“看天吃饭”到“看数吃饭”的理念，已经在
种植户心中扎下了根。

魏建明是个名副其实的“稻三代”。从他爷
爷那辈开始，一家三代人就做一件事：种水稻、加
工稻米。

2009年9月，魏建明的家族成立了扎赉特旗
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自有水稻种植基
地2万亩，实施农家肥、人工除草、物理杀虫、蟹
稻、鸭稻共育的原生态种养结合的田间管理模

式，所生产的大米质地晶莹剔透、口感软润味香、
营养丰富多样。

魏建明告诉记者，虽然是一脉传承的坚持着
“种水稻、加工稻米”的事业，但种植方式却大大
不同了。魏佳米业推出私人订制认领模式，建立
24小时不间断视频直播可视化溯源体系及产品
原产地追踪系统。以种、养、加、销为一体的魏佳
米业，从源头上把好投入品质量关，生产过程中
进行全程质量监控，统一品种、统一栽培、统一管
理、统一投入品、统一收货的“五统一”模式，打造
魏佳蟹田有机大米品牌。

据了解，产业园通过智慧农业和科技创新两
大平台，整体规划决策分析、交互体验、在线培
训、产品展示4个中心版块，建立大数据、云计
算、地理信息、视频监控4项技术平台，配套农技
专家在线、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投入品监管、农
产品质量追溯、大数据智能服务、生产管理服务
6套软件系统，直接管控10万亩智慧农场，全面
实现与国家科教云平台的直联互通。

数字，让农业更智慧，让乡村更惠民。无法
复制的土地优势、优质的大兴安岭水源、良好的
生态环境与科技“加持”共同发力，让扎赉特旗的
农业产业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薛来

“‘垃圾靠风吹，脏水靠蒸发’就是我们村儿曾
经的写照。”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太平屯村党支
部书记姜瑞感慨地说，“生态振兴是构建乡村振兴
的环境基础，人居环境改善了，老百姓才住得舒
心，后续发展才谈得上。”孟夏时节，姜瑞和村委会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正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大会
战，目前已清理2000余吨户外垃圾。

明仁苏木下辖27个嘎查村，39个自然村，常
住户 7149 户 19759 人。据了解，明仁苏木按照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标本兼治、长效管理”原则，
围绕影响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动员广大居民群

众广泛参与、集中整治，着力解决人居环境“脏乱
差”现象，努力形成“全民动员、人人参与、齐抓共
管”的良好格局。明仁苏木各嘎查村不断完善农
村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通过定岗位、定责任、
定标准，建立了“网格化”治理体系和常态化保洁
机制。从村干部到农户，分别落实了卫生“三包”
责任制和层层对上负责制，村干部包片、网格员
包巷、户包自家辖区，对绿化管护做到日日查、时
时清，保证了村内环境卫生无死角。

“以前总想着当时打扫干净了，第二天还是
脏乱差，就不想费劲。现在想想，那时的观念真是
大错特错，住在一个像画儿一样的地方，生活才会
更有动力。”南大德号嘎查村民孙美琪说。

“明仁苏木地处科尔沁沙地的边缘带上，一

年四季经常刮风，沙尘遮天蔽日，导致村民们
不重视人居环境治理。”明仁苏木副苏木达许
向国介绍，“这几年，苏木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开展林业生态建设，
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欧投行贷款造林、退
耕还林等项目建设，累计完成人工造林4.6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0.2%。同时开展林业草原
违法案件和违法图斑专项整治行动，这些措施为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明仁苏木各嘎查村的环境变好了，一
条条道路干净整洁，一排排整齐的房屋错落有
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极大提升。

美丽乡村让群众幸福感满满

地里有了“科技范儿” 农民吃起“科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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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 7日讯 （记者 高慧）近
日，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摊铺碾压完
成，阿拉善左旗吉兰泰至哈夏图农村道路
主体完工，这也是今年阿拉善左旗第一条
贯通的农村公路。路线全长18.27公里，
是连接阿拉善左旗北部与乌兰布和示范
园区、乌斯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要通
道。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我
区今年计划建设农村牧区公路 5000公
里，新增3个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260
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截至4月底，已开工
建设1254公里，完成投资1.9亿元。为确
保农村牧区公路建设项目顺利实施，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年初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工作的通知》，自治区
财政厅已下达中央和自治区“四好农村
路”示范创建奖补资金共计1.3亿元。

截至目前，全区农村牧区公路通车里
程16.9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苏木和具备
条件的建制村（嘎查）通路，82%的较大人
口规模（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创
建8个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我 区 今 年 计 划 建 设
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今年自治区农牧
业技术推广中心、锡林郭勒盟畜牧工作站
和苏尼特左旗畜牧工作站三级专业技术
团队承担了国家家畜基因库蒙古牛遗传
材料制作项目任务。为更好地完成制作
蒙古牛胚胎任务，技术团队于5月10日—
5月26日在苏尼特左旗蒙古牛保种场开
展了“蒙古牛冷冻胚胎制作”预试验。

据悉，此次试验选择供体母牛12头
进行预试验。试验从国产促卵泡素
（FSH）剂量、不同年龄段供体母牛、春季
休牧期间的饲养管理等方面研究了蒙古
牛的超数排卵效果，以期建立一个合理有
效的蒙古牛超数排卵方案，获得更多、更
优质的胚胎。

本次试验共获得胚胎或卵子 61 枚
（其中可用胚胎36枚、退化18枚、未受精
卵7枚），每头平均有效胚数为3枚；制作
冷冻胚胎36枚（其中A级桑椹胚21枚，B
级桑椹胚14枚，A级囊胚1枚）；单头牛最
多获9枚可用胚胎。下一步，技术团队将
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从而得到蒙古牛稳
定、理想的超数排卵效果。

“蒙古牛冷冻胚胎制作”
预 试 验 顺 利 完 成

本报6月 7日讯 （记者 薛来）近
年来，兴安盟科右前旗大力推进秸秆利用
技术的推广，降低养殖成本，促进土壤提
质、生产增效，让秸秆变废为宝。

据悉，科右前旗每年产生100多万吨
的秸秆，其中70多万吨被转化为青贮、青
干贮、黄贮等牛羊饲料，降低了养殖成本，
提高了养殖效益。以一只羊为例，舍饲喂
养成本由每天2元下降为每天0.5元，农
户可多盈利225元。其余30多吨，被粉
碎还田成为肥料，每年减少化肥用量0.69
万吨以上。同时，科右前旗年均制作秸秆
有机肥1.77万立方米，有机肥施用推广
面积3万亩，辐射全旗30万亩。通过秸
秆节能炉燃烧或秸秆直接燃烧产生的热
能用来冬季取暖，以及提供生活所用热
源，年消纳秸秆10万吨。全旗秸秆回收
总量年均达132万吨，综合利用量达112
万吨，利用率85％。过去废弃的秸秆如
今实现了饲料化、肥料化、燃料化、积料
化，成为科右前旗推进旗域经济发展的

“绿色财富”。

废弃秸秆变身“绿色财富”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石向军）记
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全区
地方政府储备粮可满足全区常住人口
108天消费需求，储备油可满足32天消费
需求。其中，呼和浩特市成品粮储备可满
足主城区常住人口15天市场供应量，其
他盟市可满足10天以上市场供应量。经
过多方推动，我区区域粮油保障水平、空
间布局合理性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全区布设
881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的基础上，今年
新增粮食应急供应网点329个，确保关键
时刻粮油供应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强粮食应急体系建
设和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建设，不断增强粮
食应急加工保障能力。

本报6月 7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等单位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定
通过了《内蒙古苜蓿草产地环境要求》《优
质苜蓿品种选择规范》《苜蓿田间主要病
虫害综合防控技术规程》等16项内蒙古
地方标准。苜蓿产业是推进我区奶业振
兴的基础产业和生态建设的重要产业。
内蒙古优质苜蓿高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
对于推动我区苜蓿品质提升，调整种植业
结构，推进农牧结合，提升草产品和畜产
品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晒晒我们的致富鸡晒晒我们的致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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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