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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农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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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地”变身“聚宝盆”

〖点赞·新气象〗

〖风采〗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金池水产有限公司的生
产线上，工人们早早就开始忙碌起来，烘烤、挑拣、
装箱，一箱箱冻烤公鱼整齐码放，等待装运出口。

特色水产品“跃”出多伦“游”向世界。锡林郭
勒盟多伦县渔业资源丰富，地处高寒地区，多伦湖
池沼公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

今年以来，多伦冻烤公鱼持续稳定出口日
本。截至目前，多伦县已出口冻烤公鱼及公鱼卵

24 吨 ，货 值 129 万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1.2%。针对冻烤公鱼产品特点，呼和浩特
海关所属东乌海关开辟“绿色通道”，减少下
厂监管次数，帮助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密切跟进出口各环节，为多伦县特色农产品
出口保驾护航。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在一系列促进外
贸保稳提质举措的支持下，今年前 5 个月，
自治区出口农产品 30.4 亿元，增长 19.7%。
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在稳步提升的同时，外贸

“朋友圈”不断扩大，螺旋藻、籽仁类、脱水蔬

菜、乳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远销 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安 全 高 效 的 出 口 运 输 通 道 也 为 农 产 品
“走出去”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来，自治
区优质特色农产品——葵花籽搭载中欧班列
出口，带动了农产品出口贸易稳定增长。

乌兰察布市发挥当地交通枢纽的区位优
势，利用周边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引导自治
区多家出口葵花籽企业在乌兰察布市有效聚
集，组团开行货运中欧班列，进一步降低企业
物流成本。到目前，通过乌兰察布中欧班列出

口的葵花籽超 1 万吨、货值 1.19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47.75%和 67.5%。

“过去葵花籽出口主要通过海运，运输时间
长，还容易受潮。现在，我们的产品搭乘中欧班
列运输，效率提高了，品质更有保障了。”内蒙古
小炒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立彬说。

近年来，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量不断增
长，为了保障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畅通无阻，
呼和浩特海关不断优化监管通关模式，采取监装
监卸、即时施封、非侵入式查验等方式提高果蔬
出口效率。

□本报记者 薛来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的食用菌种植基
地内，一个个木耳菌棒从棚顶垂直坠下，一列列排开。菌棒上，一只只
肉嘟嘟、黑绒绒的木耳像一朵朵小花绽放着，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
片。63 岁的村民张凤兰一边采摘木耳，一边笑着说：“农闲时，我们村
很多人来这里打工，一天 100 块钱。让我们又多了一条增收渠道，这
全靠张书记！”

张凤兰口中的张书记名叫张建广，是自治区教育厅的一名普通干
部，去年 10 月，他开始担任毛家铺村第一书记。上任之前，张建广便
联系了毛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刘福江，详细询问了解村情和急需解决的
问题。入村后，他又挨家挨户走访，深入调研村民的需求。“这一圈下
来，真是让我喜忧参半！”张建广说，“我们村常住 225 户 485 人，整体
生活水平较高，但唯独村集体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毛家铺村集体产业
主要以种植黑木耳为主，多年来，只靠传统销售手段，二道贩子上门收
购，价格压得极低，行情不好时还会滞销。为了壮大黑木耳产业，张建
广和村委会副主任宋晓刚多次到鄂伦春自治旗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就
商品发布、宣传推广、物流配货、客服咨询、售后服务、财务结算等环节
进行沟通，最终确定了合作方案。张建广还亲自设计制作宣传海报，
利用全区教育系统资源，发动教师购买品尝、宣传推广。去年，线上销
售 4000 余斤黑木耳，为毛家铺村集体经济增收 2 万余元，带动 1500
人次在食用菌种植基地打工增收。

今年，张建广带领村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农产品种植、加
工、贸易经营为一体，以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带动特色
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此外，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
值，他构思设计黑木耳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毛家铺的黑
木耳逐步向品牌化迈进。“张书记真是见多识广，在他的帮助下，今年
村集体经济预计达到 60 万元。”刘福江特别兴奋。

望着逐渐壮大的村集体经济，张建广又积极争取自治区教育厅为
毛家铺村拨付帮扶资金 15 万元，为黑木耳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0 多个日夜，毛家铺村处处都留下了张建广的脚印，家家都能
看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在百姓眼中，平日里他是勤勤恳恳的干部，
私下里他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他用行动践行初心，为毛家铺村的发展
默默贡献力量。

见多识广的张建广
〖〖广角广角〗〗

本报 7 月 12 日讯 （记者 李
国萍）为推动鄂尔多斯市细毛羊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维护细羊毛交
易市场秩序。连日来，自治区纤维
质量监测中心选派 5 名检验骨干赶
赴乌审旗实验室开展工作。一周
时间共抽样监测 16 批 457.8 吨细
羊毛。通过免费提供公证检验服
务、分级分选培训等措施，在农牧
民、合作社、羊毛收购加工企业之间
搭建起公平交易的平台，既让农牧
民的好毛卖上了好价钱，也为羊毛
收购加工企业优化原材料采购、科
学配置生产要素提供了技术保障。

本报 7 月 12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
近日，自治区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
心与赤峰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
织工作人员，分别到赤峰市克什克
腾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开展盐
碱化耕地土壤样品采集工作。据
了解，2022 年“盐碱化耕地遥感监
测与评估项目”在赤峰市的 8 个旗
县区布设了 199 个样点，将更好地
了解赤峰市盐碱化耕地分布、面积
及各种理化性状，有利于合理利用
盐碱化耕地，增加粮食保障能力，
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水平。

本报 7 月 12 日讯（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日，河套灌
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2022 年项目
实施方案获批复实施，批复投资 1.5951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 25.98%。

“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项目 2022 年计划安排投资 6.14
亿元，项目分两批建设。本次建设内容
为衬砌丰济干渠 21.12km，衬砌什巴分
干渠 10.781km，配套改造各类建筑物
63 座。该工程 7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6
月完工。工程实施后年度可节约水量
701.42 万方，新增粮食产能 656.27 万公
斤，改善灌溉面积 14.05 万亩。

“十四五”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工程项目属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本项目的实施可有
效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减轻土壤盐碱化
危害，改善灌区农业生态结构及生产条
件，增加农业收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
展。同时有效改善灌域输配水体系中的

“卡脖子”工程；险工段衬砌可以保障岸
坡稳定、确保灌区供水安全；土渠衬砌可
以提高渠系输水能力、减少渗漏损失；配
套建筑物、量测水及管理设施可以确保
行水安全和运行管理安全，使灌区更好
地发挥效益。

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工程获批

本 报 7 月 12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萍）为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自 3 月中旬开
始，我区开展化肥等农资产品专项整治
以 来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联 合 农 牧 部 门 对
113 家化肥生产企业、2860 多个农资经
营主体进行了监督检查。

据了解，通过监督检查，通辽、乌兰
察布、阿拉善、鄂尔多斯、赤峰等盟市市
场监管局已对 21 家生产销售企业进行
立案查处。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巴彦淖
尔、赤峰等盟市市场监管局发放农资经
营行为提醒告诫书 10000 多份。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化肥获证企业
全部纳入智慧监管风险管控平台进行管
理，形成了以企业风险点责任链、“滚动
式”督导检查为核心、专业检查员为支撑
的风险管控体系，并全面摸排辖区内农
资生产经营主体基本情况。到目前，共
抽检 175 批次化肥、90 批次农膜、140 批
次滴灌带，各盟市市场监管局抽检 875
批次化肥、269 批次农膜、224 批次滴灌
带，检查中发现不合格产品企业已移交
属地市场监管局进行处理。

我区监督检查 2860
多个农资经营主体

本报 7 月 12 日讯（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为做好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掌握呼伦贝尔市春
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效果，呼伦贝尔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开展了全
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效果抽检
监测工作。

据了解，此次抽检采样涉及呼伦贝
尔市 12 个旗市区的 26 个苏木乡镇，共
进行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非洲猪
瘟 等 18 项 疫 病 检 测 ，累 计 监 测 样 品
3034 份，并形成了《2022 年春季呼伦贝
尔市主要动物疫病免疫效果评价及疫情
风险评估报告》。同时，该市以本次抽检
监测为契机，对部分实验室人员进行了
实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液相阻断 ELI-
SA 试验、血凝及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
瘟荧光 PCR 检测试验等 12 个实验项目。

呼伦贝尔市开展重大动物
疫病集中免疫效果抽检监测

□本报记者 薛来

小暑时节，记者来到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
嘎斯台乡水库村，家家户户庭院里的架条上都
爬满豆角的藤蔓，柿子秧上开着小花，绿油油
的小葱、顶花带刺的黄瓜⋯⋯村民梁权正在给
小葱除草，鸡舍里的鸡雏叽喳进食。“菜苗和鸡
雏都是村里免费提供的，别看院子不大，可靠
着卖菜卖鸡，每年能多挣 1 万多块钱呢！”梁权
高兴地说。

说起庭院经济，村民各个竖起大拇指。“之
前院子里面放了很多杂物，又脏又乱。通过整
村推进庭院经济，不仅环境变美了，每户人家还
能增收上万元。”村民于淑荣喜不自禁，“就拿我
家来说，我家栽了榛子树，菜园子里的蔬菜种类
繁多，我们种的菜只施农家肥，今年政府又给我
家盖了 200平方米的冷棚，靠着菜园和冷棚，一
年就能多收入四五万元呢！”

以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近年来，巴
日嘎斯台乡提出“红巴乡·绿庭院”发展口号，
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促进村民增收、优化人居
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村民以家庭

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发展以果蔬、禽类为主
体的庭院经济，把庭院的“方寸地”建成“聚宝
盆”，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为了更直接地帮助村民发展庭院经济，
2019年，我们村成立了红巴乡绿庭院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社免费向村民提供秧苗
和鸡雏，经常邀请农业专家为大家传授种养殖技
术。”水库村党支部书记、联合社理事长崔宝权介
绍。“原来在院子里种点菜，全都是自己吃了。后
来村里鼓励发展庭院经济，我就把能利用的空间
全部种上了蔬菜，可销路却一直不好。”水库村村
民王红告诉记者，“但自从成为联合社的订单种
植户，家里的菜再也不愁卖了。联合社免费提供
秧苗和技术，菜品质量合格，合作社会以高出市
场价10%的价格回收。”

随着庭院经济的强势发展，2022 年，巴日
嘎斯台乡以红巴乡绿庭院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为基础，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联合水
库村、幸福村、哈拉黑村等 9 个村的村党支部
发展庭院经济，以带动农户增收为目标，通过
围绕“大棚种植、果树栽植、庭院养殖、庭院种
植”等增收模式，整合各村特色产业优势，把准
发展方向，确定种养需求，签订私人订单，努力

提升农户自主增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
制，使庭院经济成为由单一发展变为互助协作
的大产业。

在哈拉黑村，“一亩园能顶十亩田”是村民
的口头禅。9 村联建庭院经济后，该村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全村共同发展
庭院经济，使勤劳的哈拉黑村民稳步增收。

鞠强、鞠宝两兄弟在庭院里搞葡萄种植已
经十几年了，是自学的嫁接技术和种植方法，
改良后的葡萄树耐寒、抗病、高产，每棵葡萄树
能产葡萄 12 到 20 公斤，200 多棵葡萄树每年
能为家庭增收 4 至 6 万元。“有机葡萄从来不愁
销路，葡萄一成熟，我发个朋友圈，一个礼拜就
都订没了，好多市里、旗里和牧区的人都来订
葡萄。”鞠强的妻子笑着说，“我家果树种得也
好，苹果和梨的成熟期长，国庆节之后就能采
摘卖钱了，村里好多人家的李子、小苹果、沙果
等都有合作社来收购，只要人不懒，挣钱一点
都不费劲。”

“村里在每年春季都会免费发放蔬菜秧苗、
种子，集体低价采购鸡雏、鸭雏、鹅雏，利用好庭
院中的每寸空间，为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
益。”哈拉黑村党支部书记郑宝贵介绍。

“今年是 9个村取长补短、抱团取暖的第一
年。联合社共发放鸡雏 2.8 万只，秧苗 14.75 万
株，带动2193户参与庭院经济发展，今年预计庭
院产值突破 300万元。”崔宝权介绍时言语中透
出自豪，“我们响应国家号召，探索一村一品。如
今，水库村的庭院杂粮杂豆，三合村的庭院蛋禽，
新立村的庭院肉羊，保力村的庭院肉牛，创业村
的庭院蔬菜，永富村的庭院肉禽，哈拉黑村的庭
院水果，幸福村和民泉村的庭院大米，都已初具
规模了。”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水库村集体经济
收入已突破 70 万元，有效带动其他 8 个村集体
经济增收1.5万元以上，联合社签约种养殖户年
均增收 5000至 1万元以上，一般带动户实现年
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同时将养殖过程中产生
的牛羊粪便进行集中收集，年均积攒农家肥
3500立方米，实现绿色无污染，让农村人居环境
更加绿色生态、宜居宜业。

发展庭院经济不仅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还可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随着庭院经济的普
及，农家小院呈现出春有花开、夏有绿叶、秋有
果实、冬有大棚的景象，一年四季都是收获的季
节，庭院经济已经成为巴日嘎斯台乡人居环境
提升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近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福路村村民们正在包装杏茶。据悉，福路村依托当地万亩杏林基地，发展杏茶产
业，通过传统杏茶制作、销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去年村集体收入达 20.58 万元。如今，该村的杏茶产业已经走上增收致
富的“甜蜜”之路。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杏茶的甜蜜

□文图/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谭艳丽

夏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
的水稻田里微风轻拂，稻秧摇曳。

在混都冷嘎查，水稻种植能手乌力吉
木仁一边在田间忙碌，一边等待着一批特
殊的“客人”——河蟹。“原来就有稻田养鱼、
养鸭的经验，这次试试在稻田里养河蟹，效
益肯定差不了。”乌力吉木仁乐呵呵地说。

不只是乌力吉木仁，乌兰哈达镇的许
多村民都想尝试稻蟹共养，“一水多用、一
田多收”已经成为广大种植户的共识。

为了唱响稻渔综合种养新旋律，该镇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为种植户提
供养殖所需的河蟹。7 月 9 日下午，从外

地运抵的 6000 斤河蟹顺利到达乌兰哈达
镇。提前两三个小时就来等待领取河蟹
的村民们聚在乌兰哈达镇高根营子嘎查
的稻田旁，一边讨论着今年水稻的长势，
一边商议着稻田养蟹的技巧。

稻田里有了增收新“伙伴”，村民们兴
奋不已。卸车、过秤、分发⋯⋯领到河蟹
的 村 民 迫 不 及 待 地 将 河 蟹 放 养 到 水 田
里。看着一只只螃蟹挣脱了束缚往水里
钻，大家都欣喜地观望着。

乌力吉木仁不仅在 2014 年带头成立
了东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了 20多
户农民入社，还在 2020年成立内蒙古那日
麦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打响
了自己的稻米品牌。这次，他计划把螃蟹
放养到 500亩水稻田里。“稻田里养殖河蟹
之后，就不再撒农药了，更生态。而且，螃

蟹的排泄物可以给土壤增加天然的肥力，
促进水稻增产。你想，河蟹都能长得健健
康康，咱那稻米能不‘绿色’吗？”乌力吉木
仁对于自己的稻米品质更有信心了。

“这次我们共引进了 6000 斤河蟹苗，
分发给全市的水稻种植大户和合作社，探
索一水两用的高效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实
现水稻免除草、免除虫，还将进一步提升
水稻的品质，让农户增产增收。”乌兰浩特
市农牧和科技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
股负责人王守峰介绍说。

据了解，2022 年兴安盟稻渔综合种
养项目计划推广 15 万亩，种养模式围绕
稻-鲤商品鱼、稻-鲤鱼种唱“主角”，稻-
蟹、稻-虾、稻-鳅为“配角”，稻-特种鱼为

“新人”的思路展开，持续探索兴安盟稻渔
综合种养新品种。

一水多用 一田多收

稻田里有了增收新“伙伴”

乌力吉木仁把河蟹放养在稻田里乌力吉木仁把河蟹放养在稻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