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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全国 1/4 的羊

肉、1/10 的牛肉、1/5 的牛奶、2/5 的羊绒

来自内蒙古，2 个千亿级和 10 个百亿级

优势产业集群形成了农牧业‘产业集群

航母’。今年，在播种面积增加、结构调

优、因灾损失减少等有力因素带动下，加

上秋收保障措施到位，内蒙古自治区粮

食产量达 768.1 亿斤，较去年增加 35.3

亿斤，全国排名上升 2 位，跃居第 6 位，

再创历史新高。内蒙古迎来第十八个丰

收年! 从前三季度畜牧业生产形势看，牲

畜存栏 7740.9 万头只、肉类产量 160 万

吨，同比均保持增长，今年畜牧业生产可

实现‘十七连稳’。”12 月 20 日, 在自

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农牧厅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雨锋

如是介绍。

多年来，内蒙古着力构建农牧业生

产体系，重要农畜产品保障水平稳步提

升。优良的环境造就了优质的产品，全区

农畜产品总体合格率连续 5 年稳定保持

在 97%以上，农畜产品已成为内蒙古“绿

色”名片之一; 着力构建农牧业创新体

系，科技装备水平整体跃升。良种与良法

配套、农机与农艺融合大大推动了我区

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科技已成为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着力构建农牧业

产业体系，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发展。从美

丽乡村到产业强镇示范带动，从合作社

到龙头企业的不断壮大，从产业园到产

业集群的全产业链发展，农牧业产业化

的快速发展，农企利益联结更加紧密，带

动 260万户以上农牧民进入产业链条分

享增值收益;着力构建农牧业经营体系，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稳步发展。专业

化队伍的培育壮大为“三农三牧”输送着

新鲜的血液，新型农牧业经营模式正在

破茧成蝶，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新时期

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 着力构建

农畜产品品牌建设体系，农畜产品竞争

力不断提升。“蒙字标”品牌越叫越响，

区域公用品牌越树越亮，“内蒙古味道”

深入人心，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竞争力

愈来愈强，品牌在农牧业提质增效中不

断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雨锋表示，推进牧区现代化是改

善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

标的迫切需要，在着力推进农牧业现代

化的同时，自治区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右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赤峰市阿

鲁科尔沁旗和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深

入开展牧区现代化试点，积极探索一条

符合内蒙古实际的牧区现代化建设新路

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

效。全面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

牧业现代化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将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继续下大力气

攻坚克难，把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努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让内蒙古的农牧业更强、农村

牧区更美、农牧民更富。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20 日，

第九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合

作交流会暨呼包鄂乌人才创新创业周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秦介绍了人

才周活动内容及自治区人才工作总体情

况。

据张秦介绍，本届人才周活动以“一

心多点聚才智人才发展开新局”为主题，

将于 1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呼包鄂乌四

地举办。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社

厅、科技厅、教育厅、团委、科协 6 家单位

主办，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四地市委、政府共同承办，主

会场设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鄂尔多斯市三地设分会场。主会场开

幕式于 12月 23 日上午在乌兰察布市会

展中心(科技馆东馆)举行。开幕式后，主

会场还将开展人才项目对接、京蒙沪蒙

合作、主题交流研讨、高层次人才招聘、

成果展示等 5类 9项活动。受疫情影响，

部分活动还将通过“云”形式在线上进

行。

本届人才周活动立足新时代人才工

作新使命和我区人才事业发展新要求，

注重突出“四个特点”。立足“一心多点”，

激发“点”上活力，将乌兰察布纳入活动

周承办单位并设为主会场，旨在发挥其

临近北京的区位及京蒙合作平台优势，

推动区内区外“一心多点”的良性互动。

活动期间将开展京蒙科技成果转化对

接、京蒙科创产业园揭牌等工作，同时举

办四地特色区域交流活动，推动区内与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开展人才

交流合作; 发挥科技优势，创新活动形

式;紧盯发展所需，确保活动实效;突出

用人主体，搭建共赢平台，引导全区特别

是呼包鄂乌四地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参

与，吸纳各类有技术和人才需求的企业

广泛参与，力求让用人主体和人才成为

活动周的“主角”。

一直以来，内蒙古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牢固树立人才引

领发展理念，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为主线，以创新政策体系、搭建平台

载体、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为抓

手，深入推进人才强区战略，人才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一心多点”工作格局更

加完善，区外方面，立足放大首都区外引

才“中心”作用，与北京市相关部门、高

校、园区等就柔性引进、异地孵化、合作

交流等进行多次对接。举办“首都引才

周”活动，开展走进清华、北大专项引才，

以“一校带一域”模式吸引有发展潜力的

高素质青年人才来我区就业创业。发挥

内蒙古科创中心(北京)异地孵化器作用，

吸引“简耘科技”等 8 家优质创新人才团

队入住孵化，推动形成“研发在北京，转

化在内蒙古”。加强各盟市驻北京、上海、

深圳、武汉等 37 个城市人才工作站建

设，不断深化同区外“多点”人才交流合

作。区内方面，立足提升首府人才工作首

位度，实施“强心行动”，以区市共建模式

支持呼和浩特市打造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切实激发首府人才工作的引领辐射

带动作用。

按照重点突破的思路，引导各盟市

挖掘自身最具优势和特色的方面，自治

区层面探索以区市共建的方式予以支

持，推动人才工作多点开花。

同时，人才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

善，围绕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服务保障

等方面形成一揽子政策措施，与“科技兴

蒙”30条相配合，推动自治区科技创新与

人才发展双向互动、形成合力。人才培养

选拔质量进一步提升。以“草原英才”工

程为抓手，多渠道多形式培养选拔人才，

目前已累计培育十一个批次“草原英才”

个人 1835 名，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762 个，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82 个，

人才引领支持项目 93 个。在“草原英才”

工程引领带动下，“青城英才”“鹿城英

才”“人才鄂尔多斯”等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风景，正在祖

国北疆梯次展开。人才开发平台载体集

聚效应进一步凸显，持续推进呼包鄂乌

人才改革试验园区建设，积极探索社会

化、市场化人才发展模式，在清华大学分

布式数据处理系统研究中心、北大创新

研究院、浙大工研院基础上，建设上海交

大内蒙古研究院，运用刚性与柔性、引才

与引智等多种方式，打造高水平人才集

聚平台。深入实施“鸿雁行动”柔性引才

计划，构建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海

外及博士服务团五大板块，集聚高层次

人才 2000余人。

下一步，内蒙古将借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人才工作会议召开的春风，深入总

结人才工作经验，持续推进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落实落细“一心多点”各项

工作任务，不断完善政策创新、工程带

动、计划支撑体系，大力提升人才服务水

平，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开创全区人

才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上接 1版）

1966 年早春，我们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华北落叶松，把淋湿

的树苗装进麻袋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七十斤重

的水从沟底背到山上。背负着七八十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要爬

三十多度的坡，最远爬到十五里的地方去种植，而且每天要往

返两三趟。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董鸿儒这一群造林的汉子随

着造林方式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华北落叶松在我场的造林

成活率大大提高，达到了 85%以上，使华北落叶松大面积地育

苗造林在苏木山林场获得成功，加快了绿化荒山的进程。

1971 年，董鸿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旗下立

下了为建设这片土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庄严誓言。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幸福，信仰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

董鸿儒爱山爱树如爱命，1979 年，董鸿儒被任命为林场场

长。他凭着在党旗前的宣言和那股工作热情，带领全场干部职

工不断向苏木山的宜林地区大干苦战，苏木山的山头绿了一座

又一座。

苏木山就是他的“家”

苏木山，山连着山，坡连着坡。“山大沟深石头多，一出门就

爬坡”是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形容苏木山的顺口溜。从这句顺

口溜中足见当年苏木山自然环境的恶劣。

早在 1956 年，为了保护和绿化苏木山，县里就在这儿设立

了护林站，先后派了两个护林员。不到两年，护林员就因忍受不

了艰苦和孤独调到了别的地方。

新婚燕尔，董鸿儒翻山越岭，“爬”到半山腰的护林站，那是

一间又小又矮的破旧土坯房。孤独、寂寞，刺骨的寒风、恶劣的

生活条件没有改变这位倔强汉子的“造绿梦”。

如今，苏木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8%，价值高达 50亿元之

多，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场，京津冀防沙治沙重要的防护

林，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

然而，是谁能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苏木山这里还是一

片荒山秃岭的清冷景象，只有那么几棵原始的白桦林在那里迎

风摇曳。

董鸿儒与植树工人们远离妻儿，无私奉献，他们将足迹印

遍了苏木山的沟沟壑壑，栽下了满山的绿色。就这样，他们坚持

每年造林 1万多亩，至 1980年全林场造林总面积达到 10 万多

亩，当时产值已达 3亿元。

从 18岁到 60岁，42年，15330 个日日夜夜，董鸿儒以山为

伴，3000 多万棵茁壮成长的树木，更像是董鸿儒的孩子，无一

不受到董鸿儒的关爱。苏木山绿了、美了，董鸿儒多年的梦想已

成了真。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到 1999 年，苏木山人工营造华北落

叶松已达 12万亩，林材蓄积量为 30万立方米，价值 5亿元。这

个数字，是 1999 年前国家给予苏木山林场总投资的 50倍。

无独有偶，现任兴和县国有苏木山林场的场长董存战是董

鸿儒的第四个孩子。1965 年，董鸿儒试种的落叶松、油松和樟子

松成活了，在这个幸福的时刻，董存战出生了，这对董鸿儒来

说，可谓是喜上加喜。就在董存战 3岁的时候，由于山里的气候

条件恶劣，董存战生了一场大病，生命危在旦夕，为了保住这个

孩子的命，董鸿儒赶着牛车两天两夜赶到兴和县城的医院，终

于保住病危的孩子。

在董鸿儒任职林场场长期间，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

他的面前，就是从林场调回县城担任林业局局长，面对如此好

的机会，董鸿儒请命辞掉了担任 7 个月林业局局长，重新回到

了苏木山。

1994 年，他全票当选县政协副主席，他提出不要办公室、不

领工资，只要继续留在苏木山。

他离不开苏木山，因为那里有他的事业。他的人生中最大

的事就是在苏木山上种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有人笑他傻，说他是“树痴”，他却不以为然。在他心里那是

一种坚守，一种信念，一种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

仰。

在冰雪覆盖的苏木山上，沿着林中小路蜿蜒而上，董存战

介绍：“现在苏木山林场主要是防火，这几天，是防火重要时期，

路口设立了防护点，护林员 24小时盯着。”

“我小时候，这里都是荒山秃岭，经过上一辈人努力，才有

了脚下这片精致，虽说很辛苦，但是也有难以割舍的情怀。父辈

们在这里植树，从我这一辈开始护树。我们要把这片森林完完

整整地交到下一代手中。”董存战说。

“我就是和董老一起‘战斗’过的人，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和

我们一起扛着树苗往山上运，还要研究树苗是否能成活。当时

我们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才有那么大的恒心，苏木山能有今

天的成就，靠的就是那股‘愚公移山’精神。”68岁的护林员李珍

说道。

其实，董鸿儒荒山造林的事迹在自治区林业界家喻户晓。

早在 1976 年，自治区在苏木山召开全区林业现场会，把苏木山

成功栽种华北落叶松的做法推广到中西部地区，提出了“学塞

罕坝，赶苏木山”的口号，将苏木山列为全区八个重点建设林场

之一。

一代传承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接力棒已交

至青年一代的手中。苏木山脚下的卢家营村干部兰婷婷说：“我

爷爷、我父亲都和董老一起种过树、护过树。董老不仅给我们留

下了绿洲，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我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接过

前辈们的接力棒，立志建设好家乡。”

为了更好地传承，兴和县在这里设立了苏木山展览馆，乌

兰察布市学校在这里设立了党性教育基地，每年都会有大批的

党组织在这里接受教育。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苏木山脚下的卢家营村，因

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全村常住户 143户 285 人，其中 80岁以上

的老人就有 44 人；不仅如此，依托良好的地理优势，村民们还

吃上了“旅游饭”。现在的卢家营生态小镇，白墙黛瓦与绿水青

山相融合，原生态自然风光旖旎。

走进“常新宽农家乐”店里，48岁的李美桃正在准备明年的

工作。她说：“一过五月，游客就会纷至沓来。这与苏木山环境变

好息息相关。环境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打工有去处，还能自己

开店当老板。”李美桃的红火日子是当地村民的幸福写照，依托

苏木山旅游业发展，当地人均增收 5000 元。苏木山已成为兴和

县的一张靓丽名片，更是全县旅游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和支撑产

业之一。

40 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

地，更是一座绿色氧吧滋养着蒙晋冀三地。董鸿儒也先后 4次

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获得了全

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989 年 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董鸿儒老人就像青山上的一棵不老松，这几年，他还时常

应邀外出作义务宣讲，讲述苏木山的故事，讲述 3000 多万棵树

的故事，在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到植树造林的

大军中……

内蒙古全面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
“十八连丰”“十七连稳”

第九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
将于 12 月 23 开幕

（上接 1 版）此外，通过基金引导，加

速多种所有制融合发展。以自治区国有

企业转型升级基金为载体，促进国有资

本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融合，共同参与

监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推进国

企转型升级基金联合工银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其他社

会资本共同设立内蒙古绿能转型升级

基金，通过投资蒙能集团新能源公

司，推动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加

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全过程的监督。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区属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制操作指引(试行)》，对决策审批、资

产定价、进场交易、职工安置等重点关键

环节加强监督，多数国有企业形成了一

整套有序深化混改、规范管理混改企业

的内部制度体系。

同时，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

作，指导 18 户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所

属的各级混改子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

全面开展党建工作。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健全基础制

度，夯实混改企业基层党建基础，压实混

改企业党建工作责任。

释放强大势能！内蒙古国企混改效率和活力双显

“石榴籽”+“菜篮子”让福如东更好、更美、更富
（上接 1版）

安居乐业中，福如东种植业的提

升也推动了养殖业的发展，经过扶持

鼓励，以点带面，福如东村现在养殖羊

达到 3000 只，2020 年收益约 400 万

元；养殖牛 160 多头收益约 40万元；

养殖育肥猪 600头，出栏 540 头，收益

约 280万元。从 2018 年开始引导绿色

原生态农业种植，走农业可持续高质

高效发展之路，其次还种植纯羊粪、无

化肥原生态马铃薯，开始由两委干部

带头种，到现在农户主动种，从开始种

植 50亩到现在发展有 200亩左右，种

植绿色蔬菜拓展到中棚 55个，面积 50

亩。大田蔬菜种植 100亩，全部是纯农

家肥种植。

万顺湖滋养着福如东，滋养着村

庄各族百姓，而 2018 年注册的“万顺

号”农产品商标，正赋能着福如东更多

的未来。

说起种菜，岳满银很骄
傲：“武川可镇城区的早市就
是我开创的呐！”

今年 64 岁的岳满银从高中毕业

后就开始种菜了，西城丰是他土生土

长的地方，历史上，可镇白泥湾、西城

丰、福如东 3个自然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种植蔬菜，一直供应武川

县城居民，是有名的菜篮子村。种植蔬

菜是这几个村的主要收入，像岳满银

一样，村民们都有丰富的种菜经验。

说起种菜，岳满银很骄傲：“武川

可镇城区的早市就是我开创的呐！”岳

满银现在有 6个中棚，相当于 4亩地，

中棚一年种 4茬。他盘算着明年建个

大棚，那样就可以延长生长期，种 5～6

茬蔬菜。岳满银目前经营的蔬菜有 20

多个品种。绿叶菜有菠菜、油菜、生菜、

香菜等；果类的有黄瓜、西红柿、西瓜、

香瓜、华莱士瓜、羊角蜜等，建成大棚

后，就可以再增加十几个品种。作为一

名种销蔬菜经纪人，岳满银对自己的

种菜事业非常有信心。

白泥湾村的曹玉锁 1982 年从部

队复员回来，娶了一位满族姑娘做媳

妇。现在种菜、种地还养了 60多只羊，

年收入 5万元以上，日子过得红火安

稳。

郝树平说，福如东蔬菜种植模式

是分户经营，一部分菜农利用中棚种

植，可种植三四茬菜，每亩收入

8000～10000元；一部分菜农利用大

田种植，可种植 1 至 2 茬，每亩收入

3000～5000 元。现在白泥湾、西城

丰、福如东 3 个自然村共种植蔬菜

218 亩，其中中棚 55 个，人均收入在

9000元以上，是村里主要产业。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扎好民族团

结“同心结”，携手实现乡村振兴，福

如东胸有成竹，步履坚定。

武川县可镇党委书记张杰说：

“福如东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之机，要把

种养殖产业作为工作重点，加大绿色

产业发展力度，在品质上下功夫，在

消费渠道上寻找突破口，做好自己的

品质，形成名片。根据福如东村的资

源基础，以种薯、绿色蔬菜、原生态马

铃薯为主导产业，我们要在白泥湾、

西城丰、福如东 3 个自然村打造绿色

蔬菜种植产业园。一是通过招商引

资，吸引投资商参与到产业园建设，

引进种植品种和种植技术，提升产业

结构，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加

收入。二是着力打造好绿色品质，加

大宣传力度。利用与县城近郊的优

势，改变销售模式，让消费者走进产

业园采摘打包配送，可以和其他农产

品，如鸡蛋、原生态马铃薯、莜面等捆

绑配货，让货源直接面对消费者，不

仅让城市消费者吃上放心食品，我们

的村民还可以卖出一个好价格得到实

惠，实现‘菜篮子’的溢出价值。”

采访结束，告别福如东。夜色中的

村庄静谧祥和，村民们的蔬菜棚不时

闪现，陪伴着冬季的田野。新的孕育，

新的收获，新的幸福都将生发于这片

土地。

董鸿儒：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