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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10月15日电 （记者 宋
阿男 实习生 王春梅）“这辈子还真没
有吃过鲜无花果，而且据说还是有机的，听
说营养特别丰富。这次专门带着孩子来采
摘，看看无花果是怎么生长的，也买一些尝
一尝新鲜！”近日，在包头九原区哈业胡同
镇永丰村，包头市民刘二喜被这种以往只
能在干果店里看到的水果吸引而来，兴奋
地对记者说。记者看到，村里46个温室大
棚里，无花果、黄瓜、西红柿、葡萄等30多
个品种的有机果蔬均已到出果期。在开放
供采摘的大棚里，挂在枝头的新鲜果实吸
引着游客们纷纷走入，兴高采烈地出来时
两手都是大包小盒。

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高兴，致力于
有机农业的内蒙古新神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和永丰村也在丰收中赚得盆满钵满。

2016年，内蒙古新神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开始发展有机农业。经过多方对
接，公司与九原区哈业胡同镇永丰村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村里开辟出了200多亩的
禾丰阳光有机农场。通过“公司+农户”的
运作模式，采取订单收购、保底分红、吸纳

就业、村企对接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户共同
发展。

“我们用了4年的时间，和农科院校合
作研究有机生产技术，在2020年11月通
过了自治区科技厅的验收。下一步就要大
力拓展市场了。”内蒙古新神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卢占山告诉记者。

2021年2月份，永丰三村的4户农户
与公司合作，返租公司的6个温室大棚，种
植有机果蔬，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产品回
购。

永丰三村村主任薛永兵是合作的农
户之一。在无花果节上，他和村里其他3
户村民合作种植的一棚普罗旺斯西红柿和
一棚小柿子也受到大家的喜爱。

为贯彻落实包头市政府提出的建设
“四基地两中心一高地一体系”奋斗目标，
建设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畜食品产业
基地，近年来，包头市立足资源优势，将发
展特色作物种植作为设施农业发展新增长
点。通过一百多种新品种试种筛选，包头
市以自主选育的高品质西红柿、草莓、香瓜
为主打产品，樱桃、无花果、食用菌、香瓜等

品质优、效益高的特色品种种植初具规
模。目前，全市设施农业名特优新果菜种
植比例达到14%。设施特色作物每亩产
值可达到4-20万元，是设施“大陆菜”的
3-10倍，是陆地蔬菜的16-80倍，在增加
农民收入的同时，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农产品需求。

为促进设施农业发展，2021年，包头
市共争取到设施园艺发展资金2860万元，
同时，积极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合作社等
社会资金3467.71万元，在有基础的园区
中，拓展园区功能，提升整体装备水平。

包头市分别在东河区、九原区、固阳
县、土右旗等4个旗县区，打造了20个高
标准设施农业基地，实行标准化生产创建，
积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按照相应品种的生
产技术规程实施标准化生产。

包头市用工业思维发展设施农业，大
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围绕番茄、黄瓜、甜瓜
等设施果蔬，制订了耕、种、收、初加工等技
术规程40项，形成了适宜包头市本地区的
地方标准体系，规范操作流程。引导园区

“六统一”实施管理，实现品种、农资、作业、

销售等统一，提升生产标准化，让设施农田
成为“标准化生产车间”。

包头市农牧局宣传与信息化科科长
王春梅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包头全市设施
农业新增标准化生产面积 3.5万亩，共计
17.5万亩，覆盖率由2018年的62.9%增长
到77.1%，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2个百分
点，农民丰收是板上钉钉了！

下一步，包头市将引导和鼓励社会资
金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蔬菜生产、市场
流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统筹好广泛
性项目，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记其
功、捆绑使用”的原则，打破条块限制，将各
类资金集中统筹安排使用，支持设施蔬菜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包头市农牧局副局长杜林春介绍说：
“包头市设施农业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加
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包头市将要
在设施结构性能提升、标准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特色产品品牌打造等方面精准发力，
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设施农业产业，建立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绿色果蔬产业基地，真正
让农民在丰收中乐开怀！”

包头市：设施农业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金秋九月，阿拉善盟各地陆续
进入收获季，步入田间地头，处处是
忙碌景象和喜人的秋收图景。这段
时间，正是青贮玉米收获的好时节，
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的
广大农民正在抓紧时间收割，轰鸣
的机器奏响了秋收的序曲。

在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乌兰
恩格嘎查农户潘存鑫的田地里，收
割机来回穿梭，一行行玉米秸秆齐
刷刷倒下，运输车紧随其后，将打碎
的秸秆装进车厢，一辆辆装满青贮
玉米的大卡车陆续开走。“我们种植
的全株青贮玉米有丰富的微量元
素，是牲畜最好的蛋白饲料，长期舍
饲养殖都离不开青贮饲料，现在示
范区养殖户也多，需求量挺大。今
年我家种植青贮 1000 亩，每亩收获
3 吨左右，每吨收购价格 550 元左
右，又是一个不错的丰收年。”潘存
鑫乐呵呵地说。

潘存鑫所说的青贮玉米，是把
包括玉米穗在内的玉米植株全部
收割下来，经过切碎、加工后用发
酵的方法制作成青贮饲料的玉米，
冬天用来饲喂牛、羊等牲畜。这样
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存养分，还能让
青贮饲料质地变软、具有香味，实
现秸秆资源饲料化，提高秸秆资源
的综合利用率。近年来，该示范区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改革
创新，把种植青贮玉米作为调整产
业结构、加快畜牧业发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不断出台优惠政策，
调 动 农 民 种 植 青 贮 玉 米 的 积 极
性。通过科学种植、精心管理，今
年示范区 3 万余亩青贮玉米目前已
经全面进入收割期，预计总产量可
达 10 万吨。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农业种植
上，加快构建绿色种植、农产品生产
供给动态调节、农业生态综合治理
模式，改变重茬，减轻土传病虫害，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聚集重点区域
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集中连片推
进，加快完善耕地轮作制度，推进耕
地轮作制度化常态化实施，促进粮
食生产稳定发展，实现了生态环境
改善和耕地资源永续利用。今年全
盟耕地农作物播种面积达 48.7 万

亩、同比增长 2.1%，其中玉米就达
34.49 万亩（含青贮）。

在推进农业绿色种植中，该盟
坚持因地制宜、量水而行的原则，扎
实开展农业农区污染治理攻坚行
动，推进种养殖适度规模经营，深入
推进化肥、农药负增长和农用残膜、
秸秆回收利用行动，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水肥一体化
技术，利用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和
耕地地力提升项目，重点扶持推广
使用有机肥、绿肥还田等方式，在阿
左旗、阿右旗和额济纳旗开展创新
试验示范 4 项。阿左旗在 4 个苏木
镇建设新型水溶肥及节水示范区，
建立万亩水溶肥示范区，实现节水
30%，减少氮肥施用量 25%的目标；
额济纳旗重点推广蜜瓜前茬绿肥还
田加增施农家肥技术，同时将化肥
减量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挂钩；阿
右旗与 4 家社会化服务组织签订服
务协议，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
并推广增施农家肥，配合耕地机械
深松旋耕，不断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保墒供肥能力。今年上半年有
机肥替代无机肥累计实施面积达到
10 万亩，新增精准施肥示范推广 6
万亩，测土配方技术推广覆盖率达
到 90%以上。

以农业标准化生产为重点，该
盟坚持点、线、面结合一体化推进，
全方位推动“一乡、三园、六区”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先发展农业标
准化生产，推动生产技术向园区集
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政策资金
向园区倾斜，促进产销贸工农一体
化融合发展，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打造优质农
产品供应基地。今年围绕玉米、向
日葵、小麦、棉花、蜜瓜、谷子、蔬菜
和道地蒙中药材等优势作物，进一
步扩大标准化生产面积，完成推广
标准化生产面积 37.5 万亩，技术推
广率达到 77%，同比增加 3.6%；同
时，该盟实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强化用地养地相结合的持续健康发
展理念，加大政策扶持，加快构建科
学合理的耕地轮作制度，持续优化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今
年，该盟实施耕地轮作任务 3 万亩，
每亩补贴 150 元，共涉及 4 个苏木
镇、1 个农场的 468 户农民和 3 家规
模化合作社。

阿拉善盟：绿色化标准化
绘就丰收画卷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今年秋天，种植大户王义比往
年更忙碌。

“今年 3 月，我的 1900 多亩土
地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获得土地
流转经营权证，又通过抵押经营权
证在中国农业银行获得贷款 300 多
万元。从提供材料到拿到资金，只
用了不到 10 天的时间。”王义说。

站在位于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团结镇的种植基地，王义一脸满足：

“你看，这些土地主要种植青贮玉
米。春播时，我用贷款资金买了种
子、化肥，现在已经基本完成收获。
我还成立了内蒙古吉牛牧业有限公
司，青贮玉米成为公司的养牛饲料，
我们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今年 1 月 26 日，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鼓励各地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
市场或者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此前
国家和自治区的多项政策文件也明
确要求，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的各
类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以旗县

（市、区）为重点推动建立农村牧区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今年 3 月，杭锦后旗农村产权
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运行，主要有农
村土地确权成果应用、流转网签、农
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农村产权

交易、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管理、抵押
贷款、农村产权信息发布等功能。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现已实现与各
镇、各金融机构网络联接、数据共
享，在为各类农村产权提供便捷高
效的专业交易服务的同时，打通城
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通道，破
解“人、地、钱”难题。

“农村产权登记颁证、抵押贷款
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激活农村资
产、盘活农村闲置资源的有效途径，
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农村
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所有权确
权登记及他项权证颁证，是杭锦后
旗农业设施抵押制度破冰，并突破
制约农业农村农民多年来融资难、
融资贵的瓶颈。”杭锦后旗农牧业经
营服务中心主任马忠禄说。

看到土地资产盘活了，王义的
动力更足了。“等秋收结束，我还要
给另外的 2800 亩土地办理土地流
转经营权证。这样一来，我扩大种
养 规 模 就 不 愁 没 资 金 了 。” 王 义
说。

土地在改革中“活”起来。目
前，该旗已经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 100 户，面积 2828 亩，贷
款 1655 万元；办理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证书 18 本，有 6 家合作社抵押
面积 2.4 万亩，贷款 2270 万元；办理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 8 本，贷款 8400
万元，三项共贷款 1.23 亿元。

杭锦后旗：
土地在改革中“活”起来

本报兴安10月15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又是一年丰收季，又是一个
醉人秋。时下，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西白音
嘎查的水稻科研基地稻浪飘香，经过近半
年充足阳光和雨水的哺育，颗粒饱满的水
稻已经沉淀出成熟的本色。

近日，2021年·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
作站优质水稻测产暨“亩增产100公斤”现
场观摩会召开，“杂交水稻之子”袁定阳先
生等行业内知名专家作为第三方测产专家
组在基地内进行“袁梦计划-亩增产 100
公斤”高产攻关田测产、杂交粳稻、常规粳
稻测产等的多个项目测产验收。

力争在3年内实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
产100公斤目标、培育兴安盟自主知识产
权的水稻新品种、推广耐盐碱水稻种植20
万亩⋯⋯2018年10月16日，袁隆平院士
在兴安盟参加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授牌仪

式，为兴安盟水稻产业绘制了一张发展蓝
图。

如今，被袁隆平院士带火的“兴安盟
大米”，不仅正在逐步实现提质增产目标，
知名度更是已经扩到全国各地，“圈粉”无
数。在2021“中国好大米”区域公用品牌
榜单网络票选活动中，位居全国第2位。

“兴安盟大米”的非凡品质来源于产
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地处北纬45度
世界黄金水稻产区、135天-140天的无霜
期、3000度的高积温、昼夜温差大、嫩江流
域无污染水源灌溉⋯⋯每一项都是出产
好米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这些生态、绿色
的底色也成就了兴安盟地区大米的独特口
感和丰富营养。

近年来，兴安盟充分挖掘“兴安盟大
米”品牌价值，将环境优势、产业优势转化
为品牌优势，有效整合全盟的水稻资源，通

过全程的统一标准，提升水稻质量，快速提
升知名度、竞争力和附加值。兴安盟大米
实现了从“好米”到“名米”的华丽转身，成
为兴安盟农业的新名片，更成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新亮点。

目前，在“兴安盟大米”品牌的带动下，
兴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34.92万亩，产量75
万吨，有机绿色稻米基地稳定在100万亩，
占内蒙古种植水稻的60%以上，是自治区
当之无愧的优质稻米之乡。

从种到收全程高质量起步，让“兴安
盟大米”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统
计显示，今年兴安盟大米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近80%，“兴安盟大米”授权用标企业已
达到37家，原粮稻谷收购量13.39万吨，大
米销售量7.49万吨，销售收入4.49亿元。
兴安盟组建了水稻产业化示范联合体共
14个，联结企业39个、合作社83个、家庭

农牧场 12 个，带动 44971 户农牧户和
1985户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致富。

“经过几年的培育，‘兴安盟大米’品牌
越叫越响。2018年以来，兴安盟先后被授
予‘内蒙古优质稻米之乡’‘中国草原生态稻
米之都’，乌兰浩特市天极大米被授予

‘2018十大好吃米饭’。”兴安盟农牧业局局
长邱枫说，兴安盟以“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
为突破口，全盟上下“一盘棋”，齐心协力打
造百亿元富民产业，今年兴安盟还承接了

“内蒙古科尔沁肉牛产业集群”和“内蒙古大
兴安岭大豆产业集群”项目，成为全区唯一
一个共同承载两个产业集群项目的盟市，
肉牛等共1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也被列入
到了自治区“十四五”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规划。“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品牌
强农强牧，打造特色农产品区域共同品牌
和‘蒙’字号，让‘内蒙古味稻’香飘万里。”

兴安盟：品牌建设让“内蒙古味稻”香飘万里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眼下，正是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冷凉蔬菜陆续上市的季
节，田间地头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新鲜的
蔬菜被装上货车，运往各地。

这片繁忙有序的丰收场景，离不开
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的有力支撑。源头防控、上市检测、质量
追溯，让群众的“菜篮子”更安全。

在耗赖山乡耗赖山村的日新蔬菜种
植基地和周边农村蔬菜种植散户基地，呼
和浩特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工作
人员正在随机对地里的马铃薯、豆菜、娃
娃菜、南瓜等进行抽样。这项工作，他们
每隔几天就要开展一次。

虽然说是随机抽样，可这里的门道
还真不少。

“抽取的样品要有代表性，比如在大

棚中抽样，每个大棚为一个抽样批次，每
个批次内抽样点不少于5点。抽样时，受
检单位人员可以陪同抽样，但是不能干
扰。而且对抽样的环节和方法都有详细
的要求。”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主任张瑞娥说。

抽取完样品后，要第一时间装入样
品袋，并贴好标签，标明基本信息。

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造成污染或者
破损，运输车辆也要符合样品储存要求。
为了保证检测的公正性，目前呼和浩特地
区的大多数农畜产品检测均委托专业的
第三方机构——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的内蒙古东达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从武川县赶回呼和浩特市区，双方履
行完严格的交接手续，检测机构专门派出
的冷链运输车会把样品接走，保证在 24
小时内送达实验室。

当样品流转到实验后，检验人员会
再次对样品的基本情况进行确认，包括本

身状态、是否符合对应的检测方法、是否
符合送方的基本描述，确认后才会对样品
进行农残检测，制样、均质、提取、净化、定
容等多道手续。

农畜产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
“管出来”的。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农畜产
品凭借过硬品质，走向了广阔市场。在这
背后，严把农畜产品源头质量“安全关”已
经成为农畜产品监管部门和生产经营者
的共识。

今年上半年，全市抽检猪肉、鸡肉、
鸡蛋、各类蔬菜、水产品、饲料等共计
1500批次。畜禽水产品合格率99.05％，
蔬菜合格率99.41％。

在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同
时，呼和浩特市把质量安全监管与创建名
特优新农产品工作结合起来，着力在地方
特色农畜产品上下功夫。

近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巴彦镇添密湾村，位于该村的内蒙古四

系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打造内
蒙古的“南国风情田园综合体”。在种植
基地里，不论是市面上常见的香蕉、蜜金
橘、百香果、无花果等热带水果，还是罕
见的超长桑葚、水果丝瓜、火参果等奇瓜
异果，都要经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工作人员的一番“检阅”。他们对这里的
水果分别进行详细登记，确认哪些符合
名特优新农产品标准、哪些符合特质农
品标准。

近年来，打造名特优新农产品成为
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区
农畜产品正在由注重数量向注重品质转
变。目前，呼和浩特市有 34个产品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涉及企业 85
家，有市民熟知的口肯板香瓜、毕克齐李
子、和林亚麻籽油、清水河小香米等知名
产品。如今，呼和浩特市市民的“菜篮子”
不仅拎得更安心，而且拎得更有特色、更
有品质了。

呼和浩特市：“菜篮子”拎得更安心

高粱丰收。本报记者 宋阿男 摄

10 月 15 日 ，航 拍
下的通辽市科左中旗
花吐古拉镇三家子村
玉米田里一幅丰收美
景。今年，通辽市种植
玉米近 1600 万亩，通过
实施浅埋滴灌技术、推
广良种良法、优化品种
及加强宣传培训和技
术服务等措施，有效保
证玉米丰产。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玉米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