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晓迪 通讯员 效平

在浑河畔的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

苗家七号村的张文兵、雷芙蓉夫妻俩，

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凭借自身的努

力，通过种植玉米、养殖肉牛、羊、猪等

方式，靠勤劳双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

福生活。现在，他们家庭年收入 20万余

元，走上致富的道路。

记者在他们家的牛棚里看到，有大

大小小六十几头西门塔尔肉牛。皮肤黝

黑的张文兵正忙着喂牛，一头头肉牛看

到草料后便“列队”吃了起来。

说起养牛，现年 60 岁的张文兵一

边给牛添草料，一边告诉记者，从小在

农村长大的他有着足够的养殖经验，

2018 年，通过自筹资金 20 多万元，盖

了牛棚，从山西省忻州市一次购买肉牛

10 头，当起了“牛倌”。虽然有养牛经验，

但放牧和舍饲还是有区别，张文兵

亲自到山西省忻州养殖场里学习养

殖技术，两口子还通过网络、购买专业

书籍研究肉牛养殖。拌料、喂牛、清圈、

防疫、接生……家里所有与牛有关的活

计，全部按照科学方法来做，“每天清晨

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拌料、喂牛，有时忙

得早饭都顾不上吃。”张文兵说，付出就

有回报，辛苦总算没有白费，经过几年

的发展，变成了今天的“养牛大户”。

如今，张文兵夫妇养牛技术成熟，

经验丰富，现肉牛存栏 65 头，2020 年，

出栏肉牛收入达 14万元。

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雷芙蓉主

要负责家里 40 多头羊的喂养任务。雷

芙蓉走进羊圈，一只只羊追着她跑来跑

去，“咩咩咩”叫得正欢，看着阳光洒满

羊圈，羊儿欢快地咀嚼草料，雷芙蓉脸

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们养羊好多

年了，每年出栏 20 余只，近期还有 5只

怀羔母羊陆续要产崽。现在市场行情也

好，出栏的羊按每只 800 元左右计算，

在加上羊毛的收入，年收入 2 万多元不

成问题。”雷芙蓉给我们算了一笔她家

的养羊账。

2019 年底，随着猪肉价格不断提

升，盖了简单的猪圈，养起了育肥猪，眼

下，8头育肥猪膘肥体壮，年底可以全部

出栏。喂完一圈猪，张文兵驾驶机动三

轮车到地里收获玉米，随着养殖规模的

扩大，张文兵流转村民土地 140 亩，今

年连同自己家的 100 多亩地全部种植

玉米，玉米长势良好，亩产达 600 多公

斤。张文兵高兴地说：“他家的玉米产量可

达85000公斤，除去自己家的牛、养、猪

一年的饲料，还可向市场销售一部分。”

致富后的张文兵不忘拉上父老乡

亲一把，义务为村民提供肉牛、肉羊养

殖技术，做起了村里养殖顾问。苗家七

号村在张文兵的帮助带动下，全村 11

户，家家户户走上养殖致富路，全村养

殖肉牛 90 头，羊 600多只，猪 45头。

张文兵坦言，他很乐于向大家分享

养殖经验，下一步建设智能化养殖棚

圈，走规模化养殖道路，和大家共同致

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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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奋斗，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诚信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诚
信兴商”宣传月（宣）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诚信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诚
信兴商”宣传月（宣）

内蒙古全力保供全国用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 8日上午在京召开。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

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

作了说明。

来源：新华社微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鑫）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2021 年 11 月 4日

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作为

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进博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带动

效应愈发显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

国企业和投资商进入中国，共享中国

超大市场机遇。

进博会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推出集聚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产品的

内蒙古展厅，以“内蒙古味道 全世界

共享”为主题，融入“蒙字号”等特色品

牌产品及现场展示互动，充分展示推

广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彰显内蒙古

核心产业优势，为促进区域合作交流

搭建新平台。

进博会开展第一天，内蒙古自治

区交易团也开启了“进博时间”。展厅

展览面积为 576 平方米，分为肉制品

展区、乳制品展区、粮油制品展区、羊

绒羊毛展区和文化创意展区等区域。

来自内蒙古的参展企业表示，本次参

加进博会是向全世界推广内蒙古优质

绿色农畜产品的有利契机，期待充分

利用好进博会重要开放平台，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内蒙古展厅展览展示及活动由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主办，借助进博会

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

合作四大平台，面向境内外知名企业

和参展商，宣传内蒙古开放新优势，让

进博会展商和观众了解内蒙古、感受

内蒙古。按照“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聚焦走好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内蒙古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到内蒙

古投资兴业，努力把内蒙古建设成为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

要桥头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大

幕已经拉开，内蒙古自治区交易团

期待着在这片开放的舞台上续写

“进博精彩”，共创发展、繁荣、美好

的未来。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获

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区乌兰牧骑于 11 月 8 日起开展为期 1

个月的“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

在本次基层服务活动中，全区乌兰

牧骑将组建近 300 支基层服务小分队，

为农村牧区、偏远地区和公共文化服务

薄弱地区送去精彩的文艺演出，用群众

喜闻乐见、鲜活生动的优秀节目，送去党

的声音和关怀，送去欢乐和文明。活动还

将结合基层群众需要，由乌兰牧骑服务

小分队为基层文化骨干、乡土文化能人、

基层群众文艺团体等开展文化辅导，为

基层在作品创作、活动组织、活动宣传等

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全区乌兰牧骑还

将围绕理论宣传宣讲、乡风文明建设、全

民阅读、反非法反违禁宣传等内容开展

专项服务。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乌兰牧骑

传帮带活动以及集中研讨活动。柴思源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
“畜势”腾飞“牧歌”嘹亮

近年来，通辽市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高度重视畜牧业

发展，把发展畜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农村牧区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为养而

种，以草定畜，改良提效增收”，做好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

的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效益高
深秋时节，风景宜人的扎鲁特草原上一派丰收的景象。

随着天气转凉，格日朝鲁苏木呼日格嘎查的牧民们也进入了

收割青贮的繁忙时期。

“我家留了 400 多亩打草场，今年雨水好，我家草场一亩

能出六七捆草，跟往年比的话多了一倍多。”牧民曾格说。养

殖从传统的数量型向科学养殖的质量型、效益型逐步转变，

草原生态环境也跟之前不一样了，草场植被的盖度、高度和

产草量都一年比一年提高了。

曾格家饲养了 130头牛和 100多只羊，年收入 60余万

元。为了让牛羊冬天也不掉膘，曾格将自家的草场进行围封，

并种植了 100 多亩青贮玉米，不仅草场的生态得到了良好的

恢复，也保障了牲畜的饲草料供给。

呼日格嘎查以养殖业为主。近几年，为了让一样的草场

实现更好的效益，该嘎查积极响应“减羊增牛”号召，逐渐改

变了“一羊独大”的养殖结构，让这片草原渐渐发生了变化：

草旺了，牛羊肥了。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嘎查牧民过冬开春饲草料短缺问

题，呼日格嘎查坚持为养而种、种养结合，积极争取生态项目

资金，建设 8400 多亩的青贮基地，为牲畜安全过冬、缓解草

畜矛盾打牢了基础。

“青贮基地的建立实现了牧民养殖饲料的自给自足，既

解决了牲畜优质饲草短缺问题，又增加了牧民收入，一举两

得。”格日朝鲁苏木党委副书记李芳芳说。目前，格日朝鲁苏

木新建高标准农田 5000亩，种植青贮总亩数达 10万亩。畜

群畜种结构进一步调优，牛存栏增至近 8 万头、羊存栏减至

18万只。

合作经营，牧民抱团发展前景好
近年来，格日朝鲁苏木结合各嘎查、农牧户产业发展实

情，在巩固提升传统种植、养殖业效益的基础上，引导农牧户

转变生产方式，鼓励以牲畜、草牧场、资金、劳动力入股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促进产业发展和

农牧民增收。

巴彦宝力皋嘎查于 2019 年成立了合作社，采用“党支部

+合作社 +农牧户”的经营模式，购买养殖 2—3 岁龄西门塔

尔揣犊基础母牛 41头，通过“牛生牛”方式扩大养殖规模，帮

助村集体“发牛财”，初步实现了村集体增收、入股农牧民受

益的目标。

2021 年，为了使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多元化，巴彦宝力皋

嘎查还与赤峰葵花经营公司合作规模化种植向日葵 2820

亩，以此提高农牧民收入，推动嘎查集体经济再上新台阶。

牧民额尔敦因患有慢性病，不能外出务工，一度灰心丧

气。嘎查“两委”班子得知他家情况后，鼓励他以土地入股合

作社，并到合作社打工，年底还能分红。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使他对幸福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额尔敦说：“以前收入不稳定，又得了病干不了重活，日

子过得紧紧巴巴。现在到合作社打工，我们夫妻俩一年收入

五六万块钱，加上土地流转的收益，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合作社的成立，为实现村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双增长”，

巩固脱贫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两

年的发展，巴彦宝力皋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了，老百姓

的“腰包”也开始鼓了起来。

“今年嘎查的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 100 万元，村民年底

每亩地将分红 650元以上。嘎查‘两委’班子正在努力把产业

做大做实，从精准扶贫步入乡村振兴，依靠的正是有效的产

业。下一步将计划更多元化的发展，种植订单胡萝卜、甜玉米

等作物，努力带领村民们进一步再增收、再致富。”巴彦宝力

皋嘎查党支部书记、主任周殿林说。

格日朝鲁苏木是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的纯牧业苏木。近

年来，该苏木在壮大养牛产业发展方面做足文章，不断发展

壮大的牛产业已经成为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一幅

“牛气冲天”产业旺的致富画卷正在格日朝鲁苏木大地徐徐

展开。

谈及下步发展，格日朝鲁苏木党委书记阿拉坦嘎日迪有

着清晰的发展规划：“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项目有效衔

接，促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保障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稳

定增收；坚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前提，推广生态型、效益型现

代畜牧业发展模式，引导牧民提高市场竞争力，培育现代生

态家庭牧场、规模养殖专业合作社，让更多的牧民享受产业

发展效益，把养牛产业做大做强，力争五年内全苏木牛存栏

达到 13 万头，人均饲养肉牛超过 10 头；同时，坚持‘一嘎查

一品’，规划建设一批奶制品生产专业嘎查，壮大嘎查村集体

经济，拓展牧民增收渠道。” 白敖敏

养殖业让这对夫妇走上致富路

全区乌兰牧骑组织开展“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

严格检查进口冷链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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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续“进博精彩”共创美好未来

进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