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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到 2月 14日，包头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职
工石福栋成为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阳湾村第
一书记已有 500多天了。

脱贫已 3年的阳湾村是固阳县最北的一个
行政村，曾经是怀朔镇 5个国贫村之一。来到
这里的第一天，石福栋就深知，不摸清民情，不

“问诊把脉”，就不能“对症下药”。驻村后，石
福栋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厚望，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我在村里住了大半辈子，以前没有路灯，
天黑家里猫,出门一抹黑，晚上出行非常不方
便。多亏石书记帮我们争取资金，安装了路
灯，还修建了文化广场。”53 岁的村民王有贵
说。

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石福栋给阳湾村
1.2 公里的村道安装了 25 盏新型便民路灯，这
些路灯接入了市政事业发展中心的远程数字
化、自动化启闭控制监控系统，实现了智能控
制、智能节电。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在建设基
础设施的同时，石福栋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大
力发展村里的产业。2022 年，村里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 5607 亩，高标准农田建成后，还平
整了地面，更适合大型机械作业，有利于统一
规划、统一管理。除了种植业，还大力发展了
肉羊养殖和林下养鸡产业。为了打通销路，石
福栋各处奔走、多方联系，帮助农户销售农畜
产品。

村里年老体弱的村民占比较高，他们的生
活来源有限。石福栋及时为 63户无劳动能力
的脱贫户申请了每户 3000元的光伏收益，为 3
名特殊困难脱贫户申请了资产收益，为 8户无
劳动能力监测户匹配了林下代养鸡项目，为 46
户困难家庭申请低保等政策兜底保障，还为 21
户贫困家庭匹配了临时救助金。

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第一书记的到来，
给村里带来很大变化。村民们都说：“啥事他
都放在心上，村里有个‘好管家’就是不一样。”

村里有个“好管家”

□本报记者 阿妮尔

阳光明媚的午后，在牧民恩和巴图家的
牧场里，母羊正在悠闲散步，小羊羔在“羊妈
妈”旁边撒着欢儿。

恩和巴图的牧场位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
穆沁旗额吉淖尔镇额尔敦达来嘎查，是东乌
珠穆沁旗64个智慧牧场之一。

2019 年，东乌珠穆沁旗启动实施智慧牧
场建设项目，旗农牧部门先后多次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深入嘎查，调查了解牧场情况，按照

“缺啥补啥”的原则，为牧场安装了现代化设
备，加快传统牧场向现代化牧场转型升级。

经过 3年的建设，到 2022年年底，全旗智
慧牧场覆盖了 42.4万亩草场、55户牧户、3万

头只牲畜。
如今，新型移动式牛栏、羊栏和远程智能

饮畜设备、多功能喂料系统、自动称重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等设备“走进”更多牧户家，智
慧牧场让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启“云端放牧”新
生活。

“智慧牧场配套的高科技设备都已经安
装完毕。不久后，我们只要在手机上下载
APP，就能随时掌握自家牛羊的一举一动及

牧场动态，我用一部手机就能放牧了。”恩和
巴图告诉记者，“以前都是骑着马或者骑着摩
托车照看牛羊，有了智慧牧场，放牧省了不少
事儿。”

手机上放牧，无人化养殖。智慧牧场通
过视频监控、牛羊定位设备，可实时监控牧户
草场状况及牲畜动向，实现流动畜群无人跟
踪、无人看护放牧，从而提高牧场的管理水
平，有效降低牧民劳动强度。同时，根据自动

上传数据结合实地调查牧户草场土壤、植被
状况，优化牧户冬季补饲方案，实现基于草原
植被生态状况的精准饲喂。

目前，该旗智慧牧场“生态云”平台已建
设完成，进入试运行阶段。智慧牧场将带领
更多牧户向标准化、现代化的养殖模式看齐，
从而推动畜群品种质量、个体质量进一步提
升，增加牧民收入。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以发展壮大肉羊、
肉牛、饲草三大优势产业和传统奶制品加工、
马产业两大特色产业为重点，通过以点带面、
试点先行，科学合理布局牧区示范户的基础
设施、居住条件、饲养管理、机械化及现代智
能技术运用等，精心打造乡村振兴战略示范
点，在全旗范围内选树典型，强化示范引领，
助力乡村振兴。

手机上放牧 无人化养殖

智慧牧场“解锁”放牧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以前取个快件，需要开车 1个多小时到
海流图镇。有时候牧区忙，半个多月才能去一
趟，所以我们不愿意网购。现在好了，巴音乌
兰苏木有取件点，想买就买，快件到了随时来
取，还能往出寄快递，方便又实惠。”家住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木乌兰格日勒
嘎查的牧民巴雅尔说起当下网购的便利，黝黑
的脸上挂满笑容。

自2020年我区成为“快递进村”试点地区
以来，各地陆续通过“邮快合作”“交邮合作”

“快快合作”“快商合作”等一条条快递进村线
路，组成了以旗县为中心、乡镇苏木为重点、嘎
查村为基础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距离旗政
府所在地海流图镇 100多公里的巴音乌兰苏
木便成了受益地区之一。

据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统计，截至 2022年
年底，全区 11072个建制村中，快递服务覆盖
率达到 98.17%。如今，往返城乡的快件月均
近6000万件。天赋河套、敕勒川味道、科尔沁
牛、锡林郭勒羊、赤峰小米、兴安盟大米等“蒙
字号”品牌在农村电商和快递协同发展的加持
下越来越响亮。

“以前主要是送报纸，现在农牧民上网方
便了，送的包裹更加多样了。”指着营业所墙上
的投递路线图，巴音乌兰邮政营业所的投递员
孟德巴彦尔向记者介绍，“我每天都穿梭在乡

间路上，要为15个嘎查提供邮政服务，跑一趟
将近400公里。”

直接进村的邮政快递服务，织密了服务群
众的寄递网络，让群众用邮成本降得更低，特
色农畜产品销得更远。

据乌拉特中旗邮政分公司总经理邬建国
介绍，目前全旗有 7条邮路，“邮快合作”项目
月均代投邮件 7 万余件。同时，利用分销平
台，将米面油等生活日用品送货上门，还与当
地牛羊肉加工企业、牧区合作社等建立了合
作，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

循环渠道。
截至 2022年年底，全区旗县及以下农村

寄出快件量达到 7822.68万件、投递快件量达
5.69亿件，较全区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4.6个和
2.9个百分点。

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快递进村等这些目
标的实现，不仅让消费品下乡有了落脚点，为
农畜产品上行接通了“专快线”，也为就地就业
提供了更多机会。目前，全区共有 32个快递
服务现代农牧业项目，10个“一县一品”项目，
拉动就业8224人，带动农牧业总产值19.39亿
元。有邮政服务现代农业“一市一品”精品项
目 53个，村邮乐购站点 5890个，助力农畜产
品销售额 1.48亿元，带动农牧民增收 1273.72
万元。

今年，我区将继续落实“快递进村”差异化
补贴政策，新增嘎查村寄递物流点3500个，基
本实现农村牧区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全覆盖。

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

城 乡 物 流“ 双 向 奔 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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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本报 2 月 28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据全区各主要粮食产区价格监测机
构上报的数据显示，1月份，我区农资
价格总体稳中略有波动。其中，化肥价
格稳中有降，农膜、农药价格均保持稳
定，农机用油价格经历 2 次政策性调
整。据了解，全区 5种主要化肥品种 1
月份综合平均价格为每千克3.15元，环
比 价 格 略 降 0.82% ，同 比 价 格 上 涨
25.92%。

本报鄂尔多斯 2月 28 日电 （记
者 李国萍）在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深入辖区内化
肥、滴灌带生产销售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全力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资
产品质量安全。

检查中，执法人员要求化肥、滴灌
带等农资生产企业以进货检验、过程控
制、出厂检验为重点环节，以生产设备、
检验设施等为重点对象开展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自查，获证企业持续保持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条件，切实压紧压实企业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还督促农资销售企
业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
产品合格证明，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汰
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失效、变质的产
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

本报 2月 28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今年，我区将持续
推动节水工作，打好农业深度节水控水攻坚
战，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建立
农业节水四项机制，完成验收面积不少于
2000万亩。

据悉，今年我区将加强节水载体创
建，以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为重点大力
推进农业节水工作。河套等沿黄大中型
灌区全面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合理压减作
物非生育期用水，杜绝大水漫灌等用水浪
费，强化定额管理，加大按定额灌溉的监
督检查，严格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西辽
河等地下水灌区认真落实自治区加强农
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六条硬性措施，严控农
业用水总量，加强地下水保护，坚决遏制
地下水超采。年底前，争取全区大中型灌
区全面完成定价，加快推进“以电折水”计
量在农业用水管理上的应用，有序开展改
革验收。

今 年 我 区 农 业 节 水
面积不少于 2000 万亩

本报2月 28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
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了第十一批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我区共有 4 个项
目获批。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是由各省标
准化主管部门组织申报，旨在通过示范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用现代科学技术改
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
农民收入的提高。我区获批的 4 个项目
中，国家燕麦种植与加工标准化项目由内
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承担，国家塞
外红苹果种植与贮藏保鲜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项目由通辽市科尔沁区信禾农机种
植专业合作社承担，国家寒冷地区设施农
业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由赤峰和润农
业高新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国家
水稻新品种选育及良种繁育标准化示范
区项目由兴安盟兴安粳稻优质品种科技
研究所承担。

国 家 农 业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项 目 再 添 内 蒙 古 新 成 员

本报2月 28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获悉，我区科研团
队揭示了燕麦草对小尾寒羊肠道菌群及其
代谢物具有调控作用。近日，研究成果分别
在国际顶级期刊《食品化学》和《微生物学前
沿》上发表。

据了解，作为一年生牧草，燕麦草可对
畜禽的生长性能和肉质产生有益影响，已
成为畜禽养殖的首选饲料之一，但对羊肠
道菌群及其代谢物的影响尚不清楚。自治
区农牧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特色动植
物资源及功能物质开发团队联合畜牧研究
所家畜种质资源创制及遗传改良团队研究
发现，燕麦草可能通过调控胆汁酸代谢途
径，促进胆汁酸分泌，增强脂质代谢，减少
肉羊脂肪沉积。此外，燕麦草可有效提高
肌内功能代谢物和氨基酸水平，为肉羊肉
质改善和遗传改良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技
术支撑。

继研究燕麦草对小尾寒羊肌内代谢物
调控作用之后，科研团队进一步探讨了燕
麦草对小尾寒羊肠道有益菌群与其代谢物
的协同效应，为燕麦草改善肉质提供了新
见解。

我区科研团队阐明燕麦草
对肉羊肌肉代谢调控作用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实习生 邬思湉

春耕在即，兴安盟突泉县溪柳乡平原村村
民赵亮忙着帮村民进行玉米脱粒，一点儿也不
操心家里的700多亩地。

“家里的耕地一多半都托管给了村里的合
作社，他们负责种地，我只管收钱。腾出精力
不仅能精心种植好剩下的少部分地，还在合作
社谋了份拖拉机手的营生，多了一份收入。”赵
亮说。

在溪柳乡，土地托管成为“时尚”不得不提
到一个人——突泉县艳梁农业机械化种植专
业合作社经理高国艳。高国艳是当地地地道
道的农民。2003年，他买了第一台拖拉机，当
村里其他种植户还在用牲畜耕作时，他已经从
传统的耕作模式中解放出来，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从那时起，高国艳就认识到农业机械化的
重要性。

2009年，结合本地区农业发展的优势，高
国艳率先带领21户农户创办了突泉县艳梁农

业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种植技术的提高，合作
社不断发展壮大，成功引进了无人驾驶拖拉
机、免耕播种机、无人喷药机、籽粒收割机等大
型智能化农机，覆盖农作物从种到收的整个流
程，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看到村民们种地机械化程度不高，单打独
斗无法形成规模，增收不明显，高国艳从2016
年起开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把农户的耕地集
中起来，发挥合作社现代化机械设备优势，通
过集中种植、科学管理、统一经营，不仅提高了
农作物产量，也让农户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养殖或务工中，多一份收入。

“以前，一家人种 700多亩地根本忙不过
来，一年到头人被拴在地里，技术和设备、精力
都跟不上，产量也上不来。托管后，合作社提
供耕地、播种、防病虫害、收割、销售一站式保
姆服务，不仅省心多了，收入也增加了，以前1
亩地毛收入 1000元，托管后 1亩地纯收入就
能达到1000元。”赵亮说。

高国艳介绍，目前合作社托管模式分为两

种，一种是全程托管，由专业团队代替农民进
行耕种、田间管理、防病虫害、收割等全部生产
环节的服务；一种是半程托管，农户将部分生
产环节交给合作社完成。机械化、科学化种植
带来高效益高产量，同时，合作社以出厂价为
托管户统一批量代购农药、种子、化肥及其它
农资，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去年有162户农民共托管土地23000亩，
辐射周边 6个村庄。其中甜菜 3000亩，谷子
7000亩，玉米13000亩。我们只收取农机服务
费用，粮食不管卖多少钱都是农户自己的收
入。土地托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高国艳说。

近年来，随着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
题日益严峻，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成为时代之
问。此外，农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存在土地
碎片化现象，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也制约了农
业现代化发展。

实行土地托管，引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提供专业化、保姆式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村土
地闲置现象，实现农村资源高效配置。而且通
过土地托管形成了规模经营，能有效促进农业

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土地托管已经成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更值得一提
的是，农户把土地托管后，土地的承包权、经营
权依然在农户手中，也让农户心里有了底。

这几天，高国艳刚从浙江参加完自治区乡
村产业振兴培训“头雁”项目回来，就有当地农
民络绎不绝地找上门，商量土地托管事宜。他
开始着手准备召开春耕大会，总结去年经验，
部署今年的工作。同时，有个更大的计划在他
心中萌生。

半个月的培训中，浙江一二三产融合的先
进理念和销售模式让他受益匪浅。“我们大多
在粗加工阶段就走进了市场，没有深加工，没
有品牌，少了很多利润点。也没有积极通过抖
音等新平台推广我们的农产品。比如我们的
谷子直接卖给了陕西等地，他们再加工成小米
卖到全国各地。”高国艳说。下一步，他计划带
领合作社研究做粮食深加工，打造自己的农产
品品牌，同时尝试利用抖音、快手等电商直播
平台开辟新的销路，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
收。

溪柳乡的农民当起了“甩手掌柜”
〖振兴·新作为〗

〖广角〗〖风采〗

又是一年南繁忙又是一年南繁忙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通讯员 周璇 摄影报道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官村，垄
纵沟横、良田万亩。内蒙古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海南光热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每年冬
春，来自全国数百家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人

员汇聚于此，从事繁育工作，南繁由此得名。
每年 10 月中旬，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玉米研究所的育种专家就像候鸟一样，
“飞”向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工作。自 1999
年始，玉米研究所已连续 24年开展南繁。

“我们南繁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玉米种质
创新与优质、高产、抗逆、宜机收玉米新品
种选育及新品种亲本扩繁、制种工作。为
更好地完成南繁工作，团队采取错期播种

的方式，授粉工作持续 40 多天。今年玉米
授粉高峰期正是春节期间，雇的工人休息
了，但我们不能休息，每天在田间连续工作
9 个小时以上。”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米
研究所研究员张来厚说。

据了解，南繁育种是作物育种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通过冬季海南加代，可以加速育
种过程，缩短育种年限，鉴定育种材料的抗
逆性和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