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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点赞·新气象〗

□本报记者 薛来

“‘一个土坑两块板，三尺土墙围四边’，
这是以前我们农村的厕所。”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红庆河镇纳林希里村村民刘翠英
笑着说，“如今，家里安装了水冲厕所，方便
又卫生，我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啦！”

厕所是人们生活的必需空间，也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鄂尔多斯市乡村振兴局接续推进农村
牧区“厕所革命”，优化人居环境，牵头推进
2022 年户厕新建改造工作，并已将本年度
4228个户厕改造任务分解至各旗区，组织旗
区制定年度改厕方案、开展改厕产品甄选、
备工备料。越来越多的农牧户相继用上了
干净卫生、功能完善、美观雅致、方便实用的
新式厕所。如今，乡村里的卫生间不仅有

“颜值”，而且更有“品质”。
“原来的厕所都是露天旱厕，夏天有蚊

虫叮咬，冬天冻得受不了，对于我们老年人
来说特别不方便。”曾经的如厕问题让纳林
希里村村民张银贵苦不堪言，“自从开始户
厕改造，我就跟家里人说，无论花多少钱也

要改。看看现在，我们不光用上了冲水马
桶，还能在卫生间里洗澡呢！”

今年，伊金霍洛旗乡村振兴局经过长期
考察，了解到微动力水冲厕所新模式。据介
绍，这种厕所既能解决污水收集问题，又能
将处理后的粪便污水还田，很适合当地实际
情况，于是开始在符合条件的住户推广安装
户外新型水冲厕所，并配备小型微动力一体
化生物净化污水处理设施。“粪便污水经过
处理后，不仅没有味道，还可以直接当成肥
料使用，很受村民们欢迎。”纳林希里村党支
部书记张鑫介绍，“全村常住户 231 户 538
人，目前所有住户户厕全部改完。”

纳林希里村隔壁的哈达图淖尔村也在推
广微动力新模式的户外水冲厕所建设。“全
村常住户 220户，去年已经完成了所有住户
的厕改工作，其中有90多户属于新改建的旱
厕。为了让村民们的卫生间更加好用、实
用，今年，村里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计划将所
有旱厕改造成水厕。”村党支部书记崔光胜
告诉记者。

据了解，伊金霍洛旗按照“户外补贴、户
内自筹”的原则，集中户每户补贴4500元、分
散户每户补贴 3500 元，发挥农牧民主体作

用，因地制宜、科学引导，采取管网输送、收集
转运、黑灰分离、生物降解等方式统筹推进

“厕所革命”，力争达到建成一座，合格一座，
让新建和改造的厕所用得住、用得好，让“厕
所革命”真正成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前几天，鄂尔多斯市乡村振兴局在达拉
特旗乡村振兴学校组织开展了全市“厕所革
命”专题业务培训，自治区农村改厕相关专
家作专题授课，授课内容系统全面、重点突
出，对下一步如何抓好农村改厕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方法。

培训期间，与会人员观摩了达拉特旗树
林召镇张铁营子村户厕改造情况。在村民
刘玉莲家中，整洁有序的庭院，干净明亮的
门窗，让所有人称赞不已。进入她家的卫生
间，冲水马桶、热水器、花洒一应俱全。“我家
的生活条件和你们城里人有区别吗？”刘玉
莲的一句反问，让大家禁不住笑出了声。“原
来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洗一次澡，现在天
天冲一下，别提多舒服了！”她的话再次逗乐
了大家。

记者了解到，达拉特旗科学制定多种建
设模式及相应的补助方案，“菜单式”模式供
农牧户选择。按照中央农村“厕所革命”整

村推进奖补资金和自治区“厕所革命”专项
资金分别为水厕 3300元/户、旱厕 2000元/
户，市级再奖补水厕 1200 元/户、旱厕 1000
元/户，农村牧区公厕每座 15万元的标准奖
补。达拉特旗致力于农村牧区“厕所革命”，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努力让农村牧区更宜
居、让农牧民生活更美好。

小厕所、大民生，鄂尔多斯市持续把“厕
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来抓，2013
年至今，各级财政支持改建户厕9.7万个，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9.8%，连续 2 年在全区
人居环境整治考评中名列第一。

“今年，按照自治区农村牧区‘厕所革
命’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我市在高质量完成
户厕改造任务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户厕摸排
整改，对已建成户厕实行常态摸排、动态整
改、销号管理，做到对标对表、查漏补缺，持
续健全维修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管护质量，
进一步巩固‘厕所革命’工作成果。”鄂尔多
斯市乡村振兴局局长都日斯哈拉说，“下一
步，我市将坚持以户厕改造问题摸排整改

‘回头看’工作为抓手，积极推进‘厕所革
命’，着力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厕改：小角落的大革命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在兴安盟阿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公司树
皮画制作工坊里，见到李艳红时，她正手握剪
刀小心翼翼地修剪树皮。不一会功夫，一张平
平无奇的白桦树树皮就在她的巧手下变成了
栩栩如生的工艺品。

作为树皮画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
传承人，李艳红从小就与树皮画结缘。年少
时，她在长辈的熏陶下爱上了树皮画，并尝试
创作了不少以仕女、卡通等为主题的树皮画

作品。
“阿尔山的白桦树资源非常丰富，每年都

有很多的风倒木、雷击木，每年秋天我们就上
山将这些废弃木料的树皮收集回来，再通过精
细的剪贴技术制作成树皮画，它最大的特点是
集剪、刻、雕、烫、画等多种手法成画……”说起
树皮画，李艳红滔滔不绝。

为了传承林俗文化，以制作销售传统树皮
画为主要特色的阿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公司
聘请李艳红为树皮画讲师。“希望能把这项技
艺传承下去。”李艳红这样介绍自己加入公司
的初衷。

李艳红加入后，公司定期举办技能培训
班，试图通过培训来培养出更多的树皮画制作
手艺人。随着树皮画手艺人的技艺不断精进，
李艳红意识到需要拓宽产品种类。她指着身
边一幅《星空鹿》作品介绍道：“这幅画只在局
部用了一点树皮画元素，放在过去的老思路就
会觉得树皮画就应该全部都用树皮来做，实际
上现在我们也在不断地创新，在树皮画中加入
更多的元素，使我们的树皮画能够迎合现在人
们的喜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在李艳红身后，公司展台上一件件树皮
画作品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从人物画、动物

画、风景画等装饰画到融入树皮画元素的胸
针、耳饰等饰品以及办公用品、日常用品，无不
制作精美。

树皮画里话增收。公司经理贾志岭介绍
说:“现在我们制作的树皮画种类由最初的20
多种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种，产品销往全国多
地，带动当地200多人实现增收致富，平均每
人每月增收2000元以上。”

树皮画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历史的延续。
如今，阿尔山树皮画不仅有效带动当地人增收
致富，更成为富有当地林区特色的林俗名片，
不断丰富林俗文化的内涵。

树 皮 画 里 话 增 收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影报道

近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
桥镇乡村振兴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工作
人员正在记录现代农业数字平台监测

数据。据悉，该园区占地 2000 亩，投
资 4600 万元，是集智慧农业管理、引
黄滴灌示范、集中连片种植等多项功
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通过
现代农业数字平台，进行智能管控、农
产品质量检测、科技培训、远程科技指

导，同时让更多的农户利用 APP 与平
台共享数据资源，实现田间自动化管
理。园区通过平台智能管控，今年第
一茬种植麒麟西瓜，第二茬计划种植
叶菜类，两茬亩均效益预计在 2 万元
以上。

搭建智慧平台 精准田间管理

本报10月 11日讯 （记者 阿妮尔）
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截至 9月
底，全区各盟市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已落实建
设任务21.36万亩，其中，已完成验收和形成
指标规模5.94万亩、已立项和开工建设规模
15.42万亩。此外，各盟市正在开展论证备
案规模7.88万亩，以确保完成自治区党委、
政府部署的2022年实施25万亩耕地占补
平衡建设任务。

据悉，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先后印发《关
于深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全面促进耕地保
护利用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土地综
合整治和规划规模指标统筹管理办法》《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耕地
占补平衡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有力推
进了耕地占补平衡任务落实。近日，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农牧厅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新增耕地用于耕
地占补平衡的通知》，推进符合条件的高标
准农田项目开展新增耕地认定复核入库，形
成新增耕地指标，为完成自治区2022年度
耕地占补平衡建设任务提供了保障。

全区已完成 21.36 万亩
耕地占补平衡建设任务

本报10月 11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农
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完成了内蒙古绒山羊遗
传材料制作工作。

据悉，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专业
技术团队在鄂托克前旗开展自治区科技计划
项目“内蒙古畜禽遗传资源库建设及畜禽种
质资源保存保护研究”工作，协同鄂尔多斯市
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业技术站和鄂托克前
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完成了内蒙古绒山羊
（阿尔巴斯型）冷冻胚胎制作工作。该项目严
格按照NY/T 1900-2010《畜禽细胞与胚胎
冷冻保种技术规范》，选择10只公羊、58只
母羊作为供体种羊。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指导
开展供体羊饲养管理、疫病检测、同期发情、
超数排卵、腹腔镜输精等技术工作，共获得胚
胎或卵子618枚，其中可用冷冻胚胎380枚，
平均每只6.5枚可用冷冻胚胎。此次工作是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以可逆的形式对内
蒙古绒山羊遗传资源进行异位保护，加快了
内蒙古绒山羊遗传资源保护速度，为生物多
样性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内蒙古绒山羊遗传
材料制作工作完成

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获悉，
日前，科左中旗第三次土壤普查试点县
表层土壤样品调查与采样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环
发所、作物所、特色作物所、植保所、草原
所、质检所以及通辽市农牧科学研究所、乌
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
组成16组采样队赴科左中旗集中取样。
据自治区第三次土壤普查土壤技术组成
员景宇鹏介绍，截至10月8日，共完成
1972个表层土壤的采集工作，完成率达
43%。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
的国情国力调查，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薛来

提起第一书记王超，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公腊胡洞乡联
合村党支部书记杨文赞不绝口：“王书记可了不得，一来到
村里，就把村委会的所有设备换了一茬，简直就是个‘超
人’。从干部到群众，都为他竖大拇指呢！”

王超是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高级业务经理，2021
年11月，他被选派到联合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刚走进
村委会，他就被眼前的办公条件“惊呆”了，偌大的村委会
只有1台多年前的旧电脑，打印机也是乡里用过的旧货。

“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来对了地方，我要为这里做点实事。”
王超认真地说。

他开始与单位沟通协调，先后投入20余万元，改造了
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村
民活动室、数字大讲堂以及积分超市等场所，同时为所有
办公房间配备了电脑及宽带专线，彻底改变了村委会的办
公条件，极大地提升了村“两委”为民服务能力。

联合村位置偏僻，网络信号弱。王超积极争取中国联
通内蒙古分公司投资100万元，在村内新建了4G基站，实
现了村内“双千兆”覆盖，还投入帮扶资金11.5万元，新建
了“数字乡村”指挥平台、云广播系统、室内外监控，提升了
联合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所有人都能用手机查看村里任
何角落，还能用手机查看村务、财务、党务信息，就像把村
委会安装在咱手机里了。”村民杜详笑着说。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王超与村“两委”经过认真
调研，投入帮扶资金20万元，实施了母羊银行计划，为60
户村民购买了120只母羊进行租赁养殖。还在村内建设
了庭院智慧养殖实验点，积极探索适合本村实际的庭院智
慧养殖新模式。“1只母羊每个租期的租金是126元，3年
为1个租期，租期内，母羊产的羊羔归我们。”脱贫户冯建
东告诉记者，“我租了2只母羊，同时还为村集体放羊，王
书记帮我建了家庭智慧牧场，我不用掏1分钱，养羊的收
益，我和村集体对半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王书记！”

联合村位于国家生态功能恢复区内，自然环境恶劣。
王超带领村“两委”开展村容村貌集中整治，他们开垦荒
地，新建村级小公园1座，移（种）植松树等树种200余株、
草皮100米，新铺休闲步道300米，新建公厕1座，还组织
开展干净庭院示范户评选活动，联合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村民的幸福感得到极大提升。

“超人”王超

□本报记者 韩雪茹

走进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沙日嘎
达巴村村民张玉珠的家中，“咩咩咩”的羊叫声
此起彼伏。干净卫生的圈舍内，一只只毛色洁
白的羊正悠闲地吃着草料，它们或站或卧，憨
态可掬。

谈及这几年家里的变化，张玉珠说起了他
的致富经：品种改良“金钥匙”打开肉羊养殖“致
富门”。张玉珠是村里的养羊大户，家里有200
多只羊。但是由于原来养殖的羊的品种不被市
场看好，销路不好，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

2017年10月，正在张玉珠被养殖瓶颈困
扰的时候，巴彦琥硕镇党建引领肉羊产业示范
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

政府引进赤峰奥沃特科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入驻负责运营管理。基地主要进行良种繁
育、优质种羊生产销售、肉羊标准化养殖并提
供同期发情人工授精技术等服务，年产值
1000万元以上，为全镇肉羊产业发展提供了
智力支撑和技术保障。

基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和社会化服
务作用，利用胚胎移植和同期发情人工授精技
术优势，实施优质种源繁育，推动配种、产羔和
饲养等生产过程同期化。近年来，全镇共淘汰

本地羊6万只，繁育优质种公羊4000余只，改
良率达到70%以上。

“自从镇里开始实施肉羊改良项目，我就
一直关注着。2018年，我家进行了第一批肉
羊改良，通过4年的努力，现在的羊母体都是
澳洲白绵羊。同期发情、同期受精比以前省
事，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还能实现增收。
老客都喜欢来咱们巴彦琥硕镇收羊，都知道咱
这儿的羊好。”张玉珠说。

在示范基地带动下，形成了资产入股分红增
加嘎查村集体经济收益、建立农牧民实践课堂培
育本土农牧民改良技术员、高于市场价回收杂交
羔羊、企业让利降低农牧民种羊繁育成本等多元

利益联结模式，帮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今年我家改良了80只羊。现存栏55只

羊，卖了300只羊羔、55只大羊，加上庄稼的收
成，收入达到20多万元。”算完了今年的账，张
玉珠笑得合不拢嘴。

据巴彦琥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岳程鹏介
绍，近年来，该镇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强力推动

“以农载牧、以牧富民”工程，以发展肉羊产业
为主，通过“政府+企业+养殖户”的模式，推动
畜牧业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建设，
努力将巴彦琥硕镇打造成肉羊产业强镇。
2021年全镇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万元，其
中65%的收入来自于肉羊产业。

品种改良“金钥匙”打开肉羊养殖“致富门”
本报 10月 11日讯 （记者 薛

来）记者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赤
峰市坚持党建引领，将社会保障、综合
治理、社会救助等工作统一纳入党建
网格，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组织基础。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共建立网格2
万余个，配备网格员3.6万余人，实现“多
网合一、一格多能”；建立矛盾纠纷多元
调解平台179个、诉调对接平台29个、警
调对接平台52个。同时，创新推行“党
建+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全市132
个苏木乡镇全部创建“乡镇统筹、两体共
融、联村兴产、带贫富民”的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共同体，融合各级党组织2710
个、龙头企业 311 个、农牧民合作社
1541个、家庭农牧场和种养大户12582
户，带动1725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增收
7824万元，30万户农牧民增收致富。

本报10月 11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为拓展农
村快递服务深度，使城市和县、乡、村之间的
快递物流渠道更加畅通，2020年7月，国家
邮政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快递进村”
试点工作，我区成为6个省级试点之一。经
过2年多的努力，全区农村寄递物流服务网
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 2022年8月末，
全区11071个建制村中，快递服务已通达的
建 制 村 数 量 达 10428 个 ，覆 盖 率 达 到
94.19%，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主要量化目标。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区邮政管理系统因
地制宜、分类推进，邮政快递业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主动作为，探索共建共配模式。从目前试点
作用来看，一方面支撑了农村网络零售发展，另
一方面畅通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渠道。
今年上半年，我区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
105.40 亿元，同比增长11.14%，较全国高出
3.16个百分点。今年前8个月，全区月均6000
万快件往返城乡。“快递进村”工程推进以来，有
效带动了全区农村地区的消费和行业发展。

内蒙古建制村快递服务
覆 盖 率 达 到 94.19%

〖风采〗 〖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