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牧民韩德胜
把牲畜保定架拉回了家。

“我家是养牛的，之前买保定架没有补贴，只能
把旧的凑合着用。买台新的吧，感觉还有些不值
当。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听到了好消息。”韩德
胜笑着说，偶然的机会，他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牲
畜保定架被列入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范围内，便详
细咨询锡林浩特市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得到确认
后，立刻联系销售企业，购买了保定架，并享受到
3000 元的补贴。

近年来，随着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转型升级，机
械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机具配套不合理等问题
日益突显。

2021 年，锡林郭勒盟针对农牧民实际需求量较
大，且不在国家、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目录范围内的
机械产品多次组织全盟农机行业技术专家、养殖户、
合作社、养殖企业座谈了解并开展实地调研，摸底梳
理了农牧民需求量相对较大的 12 种机具，并制定工

作计划，积极与自治区相关部门对接，将农牧民需求
量较大的适用机械和智能设备列入农机购置补贴范
围，出台并实施《锡林郭勒盟 2021—2023 年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的农牧民，
加快提升全盟农牧业养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目前，我盟已经通过专项鉴定，纳入 2022 年农
机购置产品补贴目录，享受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补
贴的产品有保定架、药浴机、撒料车、挤奶机等 7 类畜
牧业机械。”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陈
绍恒介绍说，该方案的出台实施以满足农牧民对机
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以稳定实施政策、最大限度
发挥政策效益为主线，进一步畅通农牧业机械化发
展各个环节，支持引导农牧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
农牧业机械，引领推动农牧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
质高效转型升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速
度，为农牧业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哈那乌拉嘎查牧民阿拉
坦 布 日 古 德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致 富 能 手 。 他 在 自 家
5000 多亩草场上养殖着 100 多头牛和少数羊。在经
营传统畜牧业养殖的同时，阿拉坦布日古德在每年
打草季节都会带领周边牧民开展打草作业，增加收

入。
他向记者一一介绍用补贴政策购买的大型机

械，说起政策红利他更是赞不绝口：“在原有设备的
基础上，通过补贴政策，又购买了捆草机等。现在，
家里有大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打草机和两套捆草
机。打草的季节这些设备就派上用场了。把左邻右
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大家只需几天就把活儿干完，
然后还能给别的牧户打草，挣一笔不小的收入。”

机械化、智能化是农牧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技术支撑。近两年，锡林郭勒盟着力提高农牧业机
械化发展，对已发布推广鉴定大纲及自治区专项鉴定
大纲的产品，督促盟内生产、研发企业积极申请产品
鉴定，鼓励他们加大对畜牧机具的研发力度。截至目
前，锡林郭勒盟已发布的农机农业机械产品专项鉴定
大纲中，包含该盟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 4 种畜牧业机
械。

陈绍恒介绍说，该盟还对农牧民生产需求量比
较大的小型装载机进行盟级财政专项购置补贴，对
盟级以上乡村振兴示范嘎查村和人居环境重点治理
嘎查村农牧民购买的机具进行上限不超过 15000 元
的补贴。

农机具享补贴 农牧民乐开怀锡林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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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吴少卿 摄影报道

盛夏，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迎
来旅游旺季。为进一步发展扩大“使鹿鄂
温克”驯鹿种群，增强全民参与驯鹿养殖
的互动性，自 7 月起，根河市使鹿部落景区
推出“认养一头驯鹿”活动。

本次认养期限为 3 年，需要继续认养
可再续签合同，具备固定住址、固定收入
的中国公民才具有认养资格。

活动现场，认养人选定驯鹿后与鄂温
克族养鹿人签订协议。鄂温克族养鹿人
负责对认养鹿的抚养、防疫和日常管理，

认养人可随时到驯鹿放养点与认养驯鹿
亲密互动，养鹿人将持续向认养人提供驯
鹿成长过程的图片及视频，并提供认养费
用等价的鹿茸及其他鹿产品。

据 了 解 ，全 世 界 共 有 500 多 万 头 驯
鹿，其中经过驯化的有 200 余万头。全世
界共有 9 个国家，20 多个民族饲养驯鹿，
被统称为驯鹿民族，其大部分都生活在北
极圈内的苔原地带和泰加林中。只有为
数不多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在中国
境内饲养着总数不足 2000 头的驯鹿种
群，把北极圈文化延伸到北纬 52°。目
前，“认养一头驯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中。

本报鄂尔多斯 8 月 7 日电 （记者 郝雪莲）近
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草原上歌舞飞
扬、骏马驰骋，鄂尔多斯市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
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珠拉格那达慕大会盛大开幕。

本次乡村旅游节以“畅游美丽乡村 乡约伊金霍
洛”为主题，举办了文艺演出、传统竞技、乡情互动、
休闲怡情、风味美食等 10 大主题 22 项活动，突出“乡
土、乡俗、乡情”特色，充分让游客体验鄂尔多斯市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乡村旅游产品。那达慕大会
的体育竞技项目包括鄂尔多斯博克、速度赛马、走
马、蒙古象棋、拔河、射箭等，其中不乏点油钵儿、螃
蟹赛跑、篦子端土豆等乡土趣味赛事，再加上民歌大
赛、文艺演出、帐篷露营、荧光夜跑等丰富精彩的活
动，让游客在欣赏秀美乡景的同时，感受到浓浓的乡
情乡愁。

鄂尔多斯市乡村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六届，
始终以挖掘展示乡村传统文化、特色镇村、美食美景
和美好生活，积极打造乡村文旅焦点为工作目标，已
成为集中展示鄂尔多斯大地乡土风貌、乡土文化、民

风民俗和秀美风光的重要平台，在推动乡村文旅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该市乡村文化旅游的响亮品牌。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把举办节庆节会活动作为
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发挥节庆活动
的形象传播与客源聚集效应，通过加强政策引领、加
大资金保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推动农村牧区产业转型、农牧民增收致富。

2021 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印发了《鄂尔多斯市
支持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鼓励开展文化
和旅游品牌创建。市文旅局与农办、发改委、农牧
局、乡村振兴局联合制定并实施了《鄂尔多斯市乡村
文化旅游重点村（嘎查）评定管理办法》，形成与自治
区级、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上下联动、梯次配置的
创建格局。近 3 年，全市统筹各级资金 1636 万元，完
成 51 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导视系统安装，布设了
35 套智能水电桩，建成 370 座旅游厕所，支持 20 个
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克服疫情影
响，提振旅游市场活力，该市在继续执行《鄂尔多斯

市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政策、安排财政资
金 2000 万元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出台了《鄂尔多斯
市关于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旅游业恢复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安排 500 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游、
乡村游、近郊游。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达拉特旗树
林召镇和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等为代表的一批乡
村旅游集聚区；打造了准格尔旗峡谷雅宿、达拉特旗
乐筑宜居、康巴什区浥舍民宿等一批特色乡村民宿；
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群众体育、康体养生
等产业深入融合。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全市共有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 2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 2 个，
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 3 个，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5 个。全市有国家乡村旅游模范户 2 个，国家乡村旅
游创客示范基地 1 个，有自治区三星级以上乡村（牧
区）旅游接待户 92 家，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51 个。
全市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近 1 万人，各类乡村旅游
经营户 830 余户，乡村旅游年均接待游客 300 万人
次，实现年均收入 1.2 亿元，带动就业万余人。

多彩乡村旅游带来的多彩乡村旅游带来的““热岛热岛””效应效应

本报巴彦淖尔 8 月 7 日电 （记者 图
古斯毕力格）近日，巴彦淖尔市优质高效
增粮示范行动观摩培训会在临河区召开，
并在乌拉特后旗和杭锦后旗设了分会场，
市农牧局分管负责人、种植业科，市现代
农牧事业发展中心分管负责人、相关科
室，旗县区农牧（和科技）局、农技推广（农
发）中心负责人，农技推广人员、新型经营
主体和小麦种植大户等相关人员参加了
此次观摩培训会。

观摩组一行先后来到乌拉特后旗巴
音宝勒格镇三支渠村 5000 亩小麦优质高
效增粮示范片、临河区新华镇新乐村万
亩小麦高质高效创建示范片区、杭锦后
旗蒙海镇红建村万亩小麦高质高效创建
示范片等 12 个建设标准高、辐射范围广
的小麦优质高效增粮和高质高效创建示
范片区，详细了解示范片区的经营模式、
主推品种和新技术应用情况以及在推广
绿色、优质、高产、高效种植技术过程中
好的做法和经验，市、区两级农技推广部
门技术人员就小麦套玉米“一穴双株”高

产高效栽培、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
高效栽培、小麦套种向日葵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小麦水肥一体化、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病虫草害防治等绿色高产高效
技术集成为大家进行现场讲解，并发放
了各类小麦栽培种植技术规程资料，现
场浓烈的学习交流气氛使与会人员深切
体会到了科学种田给农民增产增收带来
的甜头。

本次观摩周活动，通过在重要农时以
现场观摩、技术交流、专家讲座等形式开
展培训，旨在充分发挥全市 10 个优质高
效增粮示范区和高质高效创建行动“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辐射带动作用，
展示各旗县区抓优质高效增粮示范片和
创建高质高效典型的好经验好做法，着力
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对新品种
和新技术的认识，提高他们主动应用技术
的意识，带动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提
高科学种粮水平，为推广优质高效增粮行
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助力巴彦淖尔市
现代农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巴彦淖尔

优质高效增粮示范行动“带着农民干”

本报包头 8 月 7 日电 （记者 刘向
平）近日，内蒙古人才发展集团在包头市
揭牌成立，标志着包头市在构建“人才强
市”格局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内蒙古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范殿林介绍，集团为自治区首家以人才产
业为核心业务的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在

“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营”的经营模
式下，全面建设包括人才开发引进的市场化
支撑平台、人才生态服务的数字化智慧平
台、人才基金投资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人才

高地建设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在内的“人才工
作新基建”平台。重点开展政府人才公共服
务、人才开发与引进、人才大数据运营、人才
投资基金、人才科创成果转化、人才教育培
训、人才科创园区运营、人才服务解决方案、
人才会展活动和人才智库建设 10 大项目。
围绕自治区“人才强区”战略和“草原英才”
工程，推进落实“一心多点”“强心活点”的人
才布局，探索人才工作市场化最佳实践样
本，积极为全市乃至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人才智慧和强大力量。

包头

市场化构建“人才强市”实践样本

本报呼和浩特 8 月 7 日讯 （记者 刘
洋 通讯员 宋向华 张立富）今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围绕助企
纾困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服务企业“管
家”制度，力推全市工业企业稳增长、促发
展。1-5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产值 973.3 亿元，同比增长 28.5%，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为确保企业知晓政策方向、了解申报
条件，更好地服务企业，呼和浩特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动员全局干部组成 5 个工作
组，“结对子”包联 10 个旗县区（开发区）
的 272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相应范围
内的重点工业项目、“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开展“助保贷”呼和浩特市级统筹工
作，今年以来已为 54 户企业融资 2.63 亿
元。截至 6 月底，累计为 609 家中小企业
融资 32.84 亿元，风险补偿金放大倍数达
13.51 倍，促进稳定就业 1.2 万余人，为企
业节约融资成本约 6600 余万元。此外，
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协调合作银行对中
小企业不抽贷、不断贷，累计为 73 家企业
办理续贷、展期业务，合计金额 4.3 亿元。
在持续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方面，截至 5 月
底，呼和浩特市纳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
市场，并列入优先交易范围的企业共 25
户，累计交易电量 23.42 亿千瓦时，降低相
关企业用电成本 3.08 亿元。

呼和浩特

“管家”式服务企业助推工业经济稳增长

认养一头驯鹿认养一头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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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什么感觉会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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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来腾格里沙漠参加研学活动孩子们来腾格里沙漠参加研学活动。。
牧民巴依尔家建起的两座天文台牧民巴依尔家建起的两座天文台。。

学生观测深空天体学生观测深空天体。。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曾令飞

一位生活在腾格里沙漠中的牧民，居然
在家里建了两座天文台，这究竟是为啥？盛
夏，记者带着新奇与疑问，驱车来到天文台
的主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
区特莫乌拉嘎查牧民巴依尔的家中一探究
竟，在距离他家很远的地方，记者就看到了
两个白色圆顶的天文台。

今年，40 多岁的巴依尔，非常热爱生态
环保事业。这些年他在搞牧家游的同时，经
常组织学生开展观鸟、看星星、认识沙漠植
被、了解牧民生活等研学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我发现家长和孩子们常常被腾格里沙漠
中夜晚璀璨的星空所震撼，并为之着迷，于是
便萌生了在家中建天文台，并邀请专业老师
给孩子们普及天文知识的念头。”巴依尔说。

此后，巴依尔经人引荐认识了湖南省天
文协会会长谭巍老师，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给了他。谭巍通过几次实地考察后，对这里
建天文台的条件非常满意。巴依尔说，星空
是沙漠中非常好的一种资源，今年 4 月他和
湖南天文协会合作，各投资 50 万元，在他家
里建起了两座天文台。一台用于科研，可在
湖南远程操作，主要用来拍摄照片，进行科
学研究；一台用于天文观测普及天文科普知

识。“我们还把这座建在沙漠中的天文台命
名为星沙天文台，湖南省天文协会还会经常
安排老师来这里给孩子们讲课。”巴依尔说。

天文台地处腾格里沙漠腹地，远离城
市，地广人稀，光污染少，晴天多，气候干燥，
水汽少，无污染，相比其他地方有着极佳的
夜空环境，星星更加明亮，特别有利于拍摄
和观测星空。目前天文台土建工程已全部
完成，并配备了专业深空摄影望远镜系统及
科普望远镜，可以拍摄深空天体；观测太阳、
月亮、行星、恒星、星云、星系等天体运动。

“这是我们在湖南省外建立的第一个天文
台，现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基本上看不到满
天星斗的景象，而在腾格里沙漠中这样的景
象却保留得非常好，通过天文观测，可以让
孩子们认识天上的星座，从小培养孩子们对
天文学的兴趣。”正在星沙天文台安装调试
天文望远镜的湖南省天文台工程师周嘉告
诉记者。

星沙天文台作为一个科普实践基地，一
方面用于天象观测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专业
的设备给没有接触过天文学的孩子普及天
文知识。“这次带孩子来腾格里沙漠参加研
学活动，不仅能了解沙漠生态环境及牧民生
活，还能让孩子感受沙漠中星空的美，我感
到特别有意义。”来自成都的游客陈慧对记
者说。

阿拉善

牧民建起两座天文台
携沙漠“览”星辰之美

本 报 呼 伦 贝 尔 8 月 7 日 电 （记 者
李新军）近日，呼伦贝尔市举办首届残疾
人运动会，这也是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
会成立 32 年来，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残疾
人体育赛事，共有 14 支代表队、100 余人
参赛。在历时一个月的比赛中，进行了包
括羽毛球、乒乓球、飞镖、游泳和田径等 5
个大项、42 个单项比赛，产生了 84 个个人
单项冠、亚军，6 个团体冠、亚军。

运动会在紧张、激烈、精彩、公正的气
氛中，高潮迭起、场景感人。“健全人可以
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

的人生”这句话鼓舞了无数的残疾人运动
员，他们在比赛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充
分展现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理的精神。
举办残疾人运动会是以提升残疾人群众
体育参与度为目标，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通过参与康复健身运动，走出家门，走向
赛场，融入社会、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
残疾人健康是健康呼伦贝尔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残健共融”正在逐渐由愿景成
为现实，在体育运动中收获健康与自信的
残疾人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健康呼伦贝尔
的蓬勃朝气。

呼伦贝尔

首次举办综合性残疾人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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