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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乡村新貌新气象 产业带动奔小康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
最近这些天，李建成养殖的绒山羊
陆续产了 11只羊羔，还有 10多只母羊
待产。
“ 这些羊羔等到来年春天就能卖
了，按每只羊羔卖 800元计算，这些羊
羔能给家里带来 2.
5万元左右的收入。”
说到卖羊，李建成乐得合不拢嘴。
今年 63岁的李建成家住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
敏盖村，
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
他也是当
地
“敏盖绒山羊”
的专业养殖户。
“养绒山
羊之前，我家是村里生活最困难的一
户。”李建成回忆道，曾经家里房子是简
陋的“土打墙、二道梁”，种地买不起化
肥，
庄稼总比别人家的矮一截，
能让全家
吃饱肚子就是他当年最大的愿望。
2000年，敏盖村开始探索绒山羊
养殖，很多村民开始养羊，李建成也贷
款 1万多元买了 20只羊。
“ 养羊第一年
就收入 3万多元，我不仅在当年还清了
贷款，还挣了 2万元。
”李建成说。
◆这是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哈沙图村一景（1
0月1
4日摄）。
后来，李建成逐渐扩大绒山羊养殖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摄
规模，年收入也不断增加。2011年，当
地政府免费为他建起 2000平方米的羊
圈。一年卖两茬羊羔，再加上卖羊绒和
羊肉，每年超过 7万元的收入让李建成
一家由此过上了小康生活。
如今，
“敏盖绒山羊”已成为苏布尔
嘎镇的特色品牌，全镇的绒山羊养殖户
超过 1300户，
户均养殖收益近 8万元。
2019年，镇里建起了羊绒加工厂，
在扩展绒山羊产业链的同时实现了羊
绒就地加工，还吸纳了当地劳动力就
业。
“ 把家里的羊绒卖到加工厂能省掉
以前中间商的差价，大伙挣的钱更多
了。”刚脱贫不久的撖文宽说，今年开始
他在加工厂打工，每月还能拿到 4500
元工资，生活比过去更稳定了。
与撖文宽一样，伊金霍洛旗乌兰木
伦镇哈沙图村的 63岁贫困户董凤清也
因村中产业发展而受益。
2014年董凤清因病致贫，在政府
帮 扶 下 老 伴 当 上 了 环 卫 工 ，可 每 月
◆这是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布拉格嘎查牧民巴图格西经营的“牧家
2000元的收入全都用于买药，老两口
乐”
（1
0月 1
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摄
的日子始终不见起色。2019年，村干
量游客，农场里各类无土栽培作物也帮
一个牧家乐。
“ 那时候旅游业还在起步
部介绍董凤清来到哈沙图村的“云上农
阶段，我也在摸索牧家乐的经营思路。”
场”做工。
“ 在这里干一些简单的农活， 助村民实现增收。
哈沙图村村主任杨万福说，全村的
巴图格西回忆道，2012年他扩建了牧
每月工资 3500元还包吃住，我不光脱
10户贫困户全都在“云上农场”做工， 家乐，如今能同时容纳 200人就餐的规
了贫，每天的乐趣也更多了。”说起现在
很多村民也由此办起农家乐，吃上了
模让他的牧家乐年均营业额达到 150
的生活，董凤清脸上满是笑容。
“旅游饭”
。
“
我们今天的日子就是小康
万元。
董凤清所在的“云上农场”是哈沙
的生活喽。
”
董凤清说。
伊金霍洛镇旅游办公室主任杨丽
图村引入内蒙古光亚现代农业发展有
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布拉格嘎查
霞表示，
布拉格嘎查一共有 65户牧家
限公司建设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 我们
的百姓也同样吃上了
“旅游饭”
。得益于
乐，
其中
23户达到星级牧家乐标准。
把过去黄沙漫天的哈沙图村打造为集
离成吉思汗陵景区较近的优势，
布拉格
“牧家乐食材全都是嘎查自产自销，
肉、
乡村旅游与科技农业为一体的田园综
嘎查从
2
0
0
3
年开始尝试发展旅游产业，
蛋、
菜几乎不需外采，
村民即便没有经
合体，以‘田园+’的模式带动村民发展
2010年全嘎查已有超过半数人口开起
营牧家乐，也都通过做工或供应食材等
特色农业。”公司董事长宋亚一说，如今
了牧家乐，
牧民巴图格西就是其中一员。
方式间接参与其中，收入一年比一年
的哈沙图村已是出了名的旅游村，以观
2003年，巴图格西建起自己的第
高。
”杨丽霞说。
光农业为主的乡村旅游不仅吸引了大

内蒙古东部降雪持续 部分学校停课
新华社呼和浩特 1
1月 1
9日电（记
者 哈丽娜）19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赤峰市降雪持续，局部地区下
特大暴雪。受此次暴雪影响，19日通
辽市、赤峰市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
课，部分矿产企业停工。
17日下午起，内蒙古自西向东大
范围降水。根据气象部门监测，截至

19日 7时，内蒙古 11个盟市的 90个监
测站点降雪，降雪量为 0.
1毫米至 43.
2
毫米。通辽市科尔沁区、奈曼旗、赤峰
市敖汉旗等地降特大暴雪，最大降雪量
达到 43.
2毫米。赤峰市松山区、宁城县
等 11个旗县降大暴雪，降雪量达到 29
毫米以上。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降大
雪。

19日，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天气预
报，24小时内内蒙古中东部、东部仍然
有降雪天气。其中，内蒙古东部偏东地
区有大雪，伴有吹雪，中部偏东和东南
部地区气温继续下降。
内蒙古气象台专家建议，公众及相
关部门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
息，
做好防范雪灾、冻害准备工作。

◆简讯
加勤拾到身份证
民警快速找失主

11月 17日，包头交管支队土
右大队民警在辖区土右旗蒙古族
中学门口加勤时捡到一张身份证，
立刻联系了公安部门户籍室查找
其联系方式。经过多次辗转后，终
于联系到了失主的母亲。当天下
午刚上班，一名女士匆匆忙忙地来
第二警务区认领自己孩子遗失的
身份证。她说自己在走路回家掏
手机不小心将身份证掉在了路口。
李仲深

达茂交管大队
加强雪天交通应急管理

11月 18日，包头市达茂旗辖
区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为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达茂旗交管大队全体执
勤民警、辅警立即深入一线开展巡
逻疏导工作、帮助被困车辆，特别
是加大雪天事故易发路段的管控
力度，同时积极沟通配合辖区城管
部门、公路养护部门对重点路段施
撒融雪剂，并及时将雪情、路况通
报运管部门，停运长途客车，确保
雪天交通安全。
张磊

◆精短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公
共停车资源利用率，有效维护康巴
什区“洁净、有序、优美、文明”的城
市生活环境，康巴什区综合执法局
联合街道办事处、交警对城区内长
期占道停放不使用、车身破旧、无
人管理、接近报废或已经报废的
“僵尸车”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截
至目前，清理
“僵尸车”
3
4
2辆。
乔玉荣
为了提高辖区学校师生对电
信诈骗犯罪的识别和应对能力以
及校园安全防范意识，2
0
2
0年 1
0月
1
3日，沙圪堵第一派出所民警深入
辖区学校开展以“预防电信诈骗，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安全
培训讲座。
武志强
为了进一步做好辖区物流寄
递业安全监管工作，严格预防物流
寄递业违法经营行为，从源头做好
物流寄递业的管控，2
0
2
0年 1
0月
1
5日，准格尔召镇派出所组织民警
对辖区内的物流寄递业进行了安
全检查。进一步规范了辖区物流
寄递业的运营秩序。
武志强
为进一步摸清辖区流动人口
情况，确保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取得
实效，实现“底子清、情况明、没隐
患 ”的 工 作 目 标 ，1
0月 1
3日 至 1
5
日，准格尔召镇派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开展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清
查工作。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武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