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读〗

本报呼和浩特11月1日讯 （记
者 薛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乡村振
兴局获悉，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围绕“生
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和休闲观光农业，逐步形成“农旅
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
兴发展新格局。

回民区有乌素图召等历史人文资
源，井尔梁高山草原等自然生态资源，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乡村民俗资
源，乌兰夫纪念馆等3个4A级景区，
莫尼山非遗小镇等 2个 3A级景区。
今年，回民区紧紧围绕“四环四带”建
设部署，按照“生态优美、业态前沿、特
色鲜明、人文内涵丰富”的要求，积极
融入大青山前坡45公里“生态绿带”
整体布局中，依托6000亩大杏“杏福
树下”品牌，重点推进“一村一品”工
程，整体规划了“文旅创意、康旅度假、
农旅生态、时尚宜游”4个特色区域，
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探索“特色餐
饮+种养+观光+休闲+娱乐+民宿”的
多元化乡村新兴发展新模式，努力打
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村庄为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和休闲观光区。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为
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全面推进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兴安盟科右中旗政府与各苏木镇
政府签订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确
保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
有提高。据悉，今年，科右中旗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21.45万公顷，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低于17.61万公顷。通过
层层签订责任状，制定各苏木镇区域
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将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量化、细化，
做到了有任务、有落实、有考核。

〖看台〗

/ 乡村振兴 /

〖点赞·新气象〗

□本报记者 韩雪茹

繁忙的收获季已经结束，但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乌兰哈达镇三合村和丰家庭农场负责人
白宝占还忙碌在自家的田间地头。

“今年一共收了28万斤稻米，由于年初就
签订了订单，现在已经卖完啦。秸秆打包离地
以后，就开始进行秋整地了。”白宝占一边准备
着整地机械，一边乐呵呵地说。

不久前，自治区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
目——优质水稻绿色节水高效栽培技术示范
推广现场测评会在兴安盟举行。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三合村项目核心示范区实收亩产
达到743.5公斤，刷新内蒙古水稻单产纪录。
亩产创新高的地块，正是白宝占家的水稻田。

“近些年，种植成本一直在增加，只有不断
提高单产，才能不断提高效益。”白宝占说，这
次单产带来的“惊喜”，更增加了他种粮的信
心。

今年58岁的白宝占，已经有30多年的种
植经验，一直摸索着高产的“窍门”，但让他真
正受益的还是农业科技。

从育秧开始，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农

业推广服务股就选派技术经验丰富的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陈凤林带领技术服务团队吃住
在三合村，为和丰家庭农场开展水稻产前、产
中、产后全方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据介绍，今年依托自治区农业重大技术协
同推广项目，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农业推
广服务股在和丰家庭农场实施了创高产试验
示范，在15亩试验示范田进行4个高产优质水
稻新品种试验示范。“我们选用了高产优质水
稻新品，还采取高光效宽窄行机械插秧技术，
优化植株田间布局，提高光能利用率。同时，
通过适时稀播培育壮秧、早育苗早插秧，按照
水稻生育进程分期精确定量施肥，根据水稻生
长发育需水规律科学管理水层，提高水肥利用
效率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措施，充分挖
掘了乌兰浩特市地区水稻产能潜力。”陈凤林
说。

不仅是水稻单产刷新纪录。这个秋天，全
区涌现出一批主要粮食作物高产典型，多个粮
食作物单产喜讯频传——

在玉米主产区，通过选用耐密抗倒品种、
导航播种、滴水出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分
次施肥、化学调控等措施，通辽市科尔沁区钱
家店镇前西艾力村1.35万亩玉米，平均单产达

到1087.93公斤，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万亩大
面积单产纪录；开鲁县开鲁镇飞机场村千亩示
范区，平均单产达到1227.58公斤，创造了东北
春玉米区千亩单产纪录。

在大豆主产区，选用高产品种、精良播种、
大垄密植等措施得到应用，兴安盟扎赉特旗好
力保镇五家子村 200 亩大豆平均单产达到
303.5公斤，创内蒙古旱地大豆高产新纪录。

小麦主产区通过合理密植、施好拔节肥、
浇好灌浆水、“一喷三防”等措施，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新公中镇旭日村的500亩小麦田核心
地块，平均亩产569.5公斤，创造了当地大面积
实收高产纪录。

马铃薯主产区通过选用优质高产品种、机
械高垄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措施，
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斤沟镇三结村千亩示
范片，亩产鲜薯达到5173.7公斤，创当地高产
纪录。

在油菜主产区，选用高产品种以及实施轮
作倒茬、合理密植、氮肥后移、生长期追肥、增
施有机肥、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措施成效显著，
呼伦贝尔市特泥河农牧场示范区274亩集中
连片区，平均亩产261.5公斤，创北方春油菜产
区百亩以上集中连片种植高产纪录。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齐上阵”，依靠科
技提高单产已是广大种植户的共识。今年，内
蒙古切实履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提单产作
为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总结提炼生产技术模
式，建设主要作物高产示范区，提高粮食作物
单产。

今年年初，我区对提升单产做了专门安排
部署，利用优质高效增粮和绿色高质高效项
目，在全区12个盟市65个旗县开展玉米、大
豆、马铃薯等主要作物高产示范，共建设130
个万亩示范片、690个千亩示范方和240个百
亩高产示范田。还组织开展观摩周活动，累计
培训424场次，观摩培训2.7万人次，让农民学
有榜样、干有遵循。

与此同时，分作物确立了自治区专家指导
团队，分作物设立推广和科研双首席工作制，
联合地方技术专家组遴选高产技术、审定实施
方案、全程包片指导，解决种植过程中的实际
问题。

下一步，我区将在提升单产上持续发力，
围绕关键技术开展集中攻关，因地制宜打造一
批高产示范典型，通过技术指导、合理密植、科
学施肥用药等综合措施，探索适宜不同区域和
作物的高产模式，带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齐上阵”

科技赋能绘就金秋好“丰”景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通讯员 白敖敏 摄影报道

近日，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镇小
河西村的稻田一片金黄，小型自动

化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确保颗粒
归仓。近年来，香山镇小河西村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临近小河西水库
的区位优势和村民丰富的种植经
验，成立了小河西水稻种植合作
社，逐渐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经营模式，配备了插秧机、收
割机、旋耕机等农用机械，实现了机
械化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每
亩稻田收入达到 4000 余元，提高了
农民收入，进一步助推水稻产业发
展。

稻谷翻金浪 农民收割忙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李永桃）记
者从内蒙古银保监局通辽银保监分局了解
到，通辽市全力做好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理
赔工作，有效减轻养殖户损失，助力牛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2021年至今，通辽政策
性肉牛养殖保险已累计为7万养殖户的70
万头肉牛提供约80亿元的风险保障，累计
赔付支出3.3亿元。

通辽银保监分局联合通辽市农牧局制
定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实施方案，明确保险
标的、结构、期限、费率等具体要求，进一步
规范招投标流程，推动12家保险公司顺利
承保全市40万头肉牛，做到“愿保尽保”，打
通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最后一公里”。同
时，该局推动建立财政、保险、监管一体化沟
通服务平台，全流程指导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对接，采取电子耳标、牲畜脸部识别系统等
创新方式做好验标、公示等环节工作，全力
提升保险服务水平。

通 辽 市 为 7 万 养 殖 户
提供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薛来）记者
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今年以来，乌海
市围绕“五化协同、大抓基层”的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党员带头作用，把基层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以及密切联系
服务群众的作风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发展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据了解，乌海市分片区建立联合党委、
党建联盟，统筹整合各类资源，以组织融合
促进组团式发展，重点打造鲜食葡萄、粮食
加工、乡村旅游等主导产业，形成“巴镇万亩
滩大米”“王元地面粉”等一批特色品牌项
目，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得到增强，村集
体经济收益均持续稳定在20万元以上。按
照“一格一长一警一专多兼”要求，配齐配强
专职网格员，常态化开展防返贫监测工作。
同时，试点开展乡村数字化治理工作，探索
农区居民“一码通”，全面打通“网格五步工
作法”精准发现问题、响应群众诉求主渠道，
实现矛盾纠纷线上线下全流程处置。

乌 海 市 以 组 织 振 兴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养殖基地盖好了、光伏产业落地了、捐赠铲车到位了、供暖问
题解决了……”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乌力根嘎查党支部书记何
玉平如数家珍地盘点着村里点点滴滴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挂职
干部韩品刚一年来的“惦念”。

2021年10月19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干部韩品刚来
到德伯斯镇挂职锻炼。“为老乡办事，要实实在在。”领导短短数字的
嘱托，伴随他走过了这里的春夏秋冬。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这是韩品刚想象中的农村牧区。但当他
第一次来到德伯斯镇，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番别样的“风景”：道路上
砖头瓦砾、牛羊粪便随处可见，庭院旁生活垃圾、枯枝杂草脏乱不堪……

“正经活都干不完，哪有心思搞环境卫生？村民们聊天间不经意的
话，让我深感压力之大，因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恰是我到基层
开展的第一项工作。”韩品刚说。

怎么办？不靠蛮干靠示范。一年来，从入户宣传动员、签订责
任书，到设置集中投放点、拉练检查等，韩品刚走遍了全镇24个嘎
查的村头巷尾。在他和驻村工作队的先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
主动将房前屋后收拾得整整齐齐，铆着劲儿要把“最美庭院”的标牌
挂在自家门口。

干与不干，高下立判。2022年第一季度，德伯斯镇在全旗苏木
乡镇环境整治二区综合评比中排名第一。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再好的资源和产品如果不吆喝、
不推介，也只能是“藏在深山无人识”。该镇地处“黄金玉米带”和

“寒地水稻黄金带”，绿色、优质是当地农产品的特色。然而困于大
山阻隔、信息闭塞，众多农产品“难出山”，更难卖上好价钱。

面对这种情况，驻村工作队谋定而动，全力扶持返乡大学生郭
丽丽创办了该镇首个电商基地，通过“农户+合作社+电商”的发展
模式，打造了甜糯玉米、庭院大米等6个特色品牌，并同机关工会、
商会、爱心企业等对接，助力当地农产品“走”出大山，销往全国。

又到金秋，看着一辆辆满载玉米的拖拉机驶进基地，数十名工人在
生产线上井然有序地分拣、加工、打包、装箱……郭丽丽激动地说：“有
了政府架起的‘金桥梁’，让我有了向外走、往远走的底气和信心，下一
步，我要实现整村推进订单生产，带领更多乡亲一起致富！”

“这里不是过往驿站，是第二故乡。在小镇挂职的经历，使我体
会了基层工作的千头万绪、琐碎繁杂，也感受了爱与希望、使命担
当。这片小小的土地，连接着百姓的衣食住行、急难愁盼，也记录了
乡镇干部的风尘仆仆、忙碌奔走，更日复一日地滋润着我的内心，丰
盈着我的羽翼，让我能想得更清，看得更明，更笃定，也更从容。”韩
品刚说。

“为老乡办事要实实在在”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薛来）记者
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万企兴万村”行
动实施以来，阿拉善盟明确帮扶目标与帮扶
内容，为社会力量开展针对性帮扶指明路
径，形成社会各界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氛
围。截至目前，全盟共有24家民营企业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结对帮扶20个嘎查
村，投入各类帮扶资金约530余万元，受益
农牧户约7000余人。

据悉，“万企兴万村”行动旨在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促进
农牧业高质高效，苏木乡镇、嘎查村宜居宜
业，农牧民富裕富足，构建“乡村大脑+产业
地图+未来乡村”发展格局。“万企兴万村”
行动对引导农牧业发展模式和农村牧区组
织模式发生新变革、有效利用农村牧区闲置
资源、推进农村牧区治理结构变化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阿 拉 善 盟 深 入 实 施
“ 万 企 兴 万 村 ”行 动

〖风采〗

□本报记者 薛来

丰收季，秋收忙。在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
二社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伴随着拖拉机的轰
鸣声，一颗颗饱满的黄芪被挖出，工人们你捡
我装。不一会儿，出土的黄芪就被统一收集起
来，田间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药香。

“我们流转了170多户农户的土地，在高
标准农田建设后，种植了3000多亩黄芪，年均
纯收入大概在1500万至2000万元。”润植丰
产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润才喜笑颜开。

据了解，固阳县种植黄芪已有60多年的历
史，独特的高原地貌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质量上
乘的正北黄芪。目前，固阳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约

为7万亩。其中，黄芪种植面积占90%以上。按
照正常市场价，黄芪亩均收益2000元左右，高于
马铃薯、葵花等传统农作物1000元左右。

中药材种植的高收益，让越来越多的合作
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黄芪种植是个技术活
儿，亩均投入3500元，而且从种到收的整个过
程需要付出很多辛苦。”高润才说，“现在村里
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留守的村民都已经五六
十岁，他们没有能力自己种植黄芪。为响应政

府号召，很多地方通过成立合作社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我流转了十几亩土地，流转费 2000多
元。还常年在润植合作社打工，负责管理工人
和土地，月工资4500元，比自己种地强多了！”
61岁的二社村村民燕迷高兴地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固阳黄芪逐渐得到业
界认可。2017年，固阳县被中国中药协会授
予“中国固阳正北黄芪之乡”称号，“固阳黄芪”

成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1年，
黄芪成为“北纬41度固阳献”区域公用品牌；
2022年，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复，固阳县成为内
蒙古首批“药食同源”试点地区，正式开展黄芪
食药两用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

从人工种植到全程机械化，从单打独斗到
成立合作社，从出售原芪到销售精选切片，从
药贩子上门收购到全国各地都有稳定客户，固
阳县初步形成以种植为基础、加工和营销为依
托的黄芪产业链，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农
业增效、农民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固阳县制定出台了中药材中长期
发展规划，力争到2025年，全县黄芪种植面积
达到10万亩，产量达到4万吨，黄芪产业实现
销售收入10亿元。

小药材种出致富大产业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今年，蒙科豆9号测产结果平均亩产为
237公斤，平均亩产高于临近地块普通大豆
17.9%。”蒙科豆9号的测产结果让莫旗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凤华激动不已。

日前，专家组对位于呼伦贝尔市莫旗西瓦
尔图镇小库木尔村的农牧业科技转移转化资金
项目——蒙科豆9号及配套综合技术示范推广
核心区示范田进行联合测产。技术人员在现场
根据地块分布，采取对角线三点取样法，通过取
样、测量、称重等专业方式，将全部测产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最终计算出大豆产量，测产结果显
示，平均亩产为237公斤。这是蒙科豆9号继去

年高产的基础上，今年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郭明军是小库木尔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

3400亩蒙科豆9号，实收大豆720.8吨，平均亩
产达到212公斤。“采用蒙科豆9号品种的地块，
每亩比其他大豆品种多收31公斤，每亩增收了
173.6元。”郭明军掰着手指头算起了增收账。

据了解，蒙科豆9号（蒙审豆2020002号）
是由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于2020年选育而成
的品种。该品种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长春）检测，粗蛋白质
含量39.52%，粗脂肪含量20.77%，蛋白脂肪之
和达到60.29%。还兼具抗倒伏、抗病虫、早熟
等优点。

2020年，蒙科豆9号经自治区农牧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实现转让。2021年—2022
年，“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蒙科豆9号及配套综
合技术示范推广”获得农牧业科技转移转化资
金项目支持立项，该项目主要在呼伦贝尔市莫

旗的西瓦尔图镇、哈达阳镇、阿荣旗的新发乡实
施。项目核心示范区4个，示范面积1000亩，
辐射推广10万亩。

大豆是内蒙古的优势特色农作物，2021年
产量33.7亿斤，居全国第二。目前，我区大豆生
产上使用的大豆品种为黑河系列、克山系列、北
豆系列、合丰系列、吉育系列等，约占大豆播种
面积60%。这些品种来自黑龙江省、吉林省。
我区自育品种蒙豆系列、蒙科豆系列、登科系列
约占大豆播种面积40%左右。

“蒙科豆9号以其高产、优质、抗逆、抗倒、
耐密等优势，得到广大种植户的认可。蒙科豆9
号的育成及推广为实现我区大豆品种更新换
代、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苏二虎说。

品种发力“护航”大豆增产

〖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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