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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遇上主播    产品销往全国
□记者 秀秀

“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水田村高

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自己的大

米生产加工车间，现在您看到的这些大

米、薏米、黑米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加工生

产的。您今天下单，我们就帮您把新收

的水稻加工成大米，明天为您发货。”高

艳红正在通过手机淘宝向全国的网友做

直播。仅仅凭借着一部手机、一个支架，

高壹米业的产品就卖到了全国各地。

秋收时节，记者来到扎赉特旗好力

保镇水田村水田村高壹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一进大院就看到运粮的四轮车出

出进进，一片繁忙景象。种水稻的农民

都在这两天统一收割水稻，收完直接送

到高壹米业，如今有了订单，农民的水

稻根本不愁卖。

水田村有 1.5 万亩耕地，其中 1.3 万

亩是水田，这里有 100 多年的种稻历史，

祖祖辈辈靠种水稻维持生计。从弯腰插

秧到现在的机械化生产，从解决温饱到

现在的增收致富，水田村农民看到了种

水稻的“钱景”。如今，水田村的农民还

主动承包了周边的 5 万亩水田，每家的

水田种植面积都在 100 亩以上。

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了，但增

收幅度是有限的。要持续增收，在本村

成立稻米加工企业是延长产业链中关键

的一环。在水田村，如今有水田村高壹

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魏佳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及鸿坤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

业，对生产的大米进行分级销售，提升产

品附加值。“我们今年种植了600亩水稻，

和农户签订 2 万亩订单，其中有机认证

1005 亩，其他水稻全部为绿色认证。这

几年我们从水稻种植源头抓起，建设育

秧大棚，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生产，

真正保障了水稻的品质，不仅解决了农

民卖粮难的问题，更利于我们打品牌。”

高壹米业总经理高壹对记者说。

高壹米业所有的大米都挂上了“兴

安盟大米”商标，如今在盟委、行署对

“兴安盟大米”的大力推广下，他们的

大米越卖越好，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经

销商越来越多，每年的大米都能销售一

空，价格也有了保障，公司的收入增加

了一大截。

如今，一些米业的销售人员又搭上

了直播这辆网络直通车，把大米卖到了

全国各地，让“兴安盟大米”的品牌更具

影响力。9 月 18 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联合全区 12 个盟市广播电视台共同

推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全

媒体行动《祖国  我是你的骄傲》走进兴

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以“兴安盟大

米好吃闻得见”为主题，带领观众共同

领略“内蒙古优质稻米之乡”的繁荣发

展。直播现场，1000 余名当地干部群众

和游客欢聚一堂，大家割稻穗、捕田虾、

脱稻粒，体验农耕乐趣；扭秧歌、画丰收，

观稻田画，共叙爱国情。高艳红正是被

这场直播盛况吸引了，直播结束后，她

们姐妹三人也组成了网络销售小组，高

艳红负责直播，姐姐负责淘宝店铺客服

销售，妹妹负责物流打包，三人分工合

作，订单额逐渐提升。

“我这淘宝店铺和直播间 10 月份

才开通的，最开始就几个人看直播，现

在都有 7000 人关注了，自从开始直播

以来，每天都有订单，最少的时候几十

斤，多的时候几千斤，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认可咱兴安盟的大米。”高艳红骄傲

地说。

盟就业局

举办全盟就业统计及就业信息
监测业务培训班

本报讯（江志新）日前，全盟就业统计及就业信息监测业务培

训班在乌兰浩特市举办。盟就业局相关负责人、就业科全体业

务人员、旗县市就业服务局主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具体负责就

业困难人员认定及社保补贴申领的业务人员共 43 人参加了培训

班。

此次培训，盟就业局业务人员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规

范就业困难人员申领社保补贴程序，完善相关业务流程；规范就

业统计制度和劳动就业核心业务子系统的运用，并将运行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实名制系统操作、职业介绍招聘、统计报

表解读、征集盟内企业用工信息等内容。

音德尔镇巨宝村

秋收时节飘“甜”香
本报讯（田海龙）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巨宝村甜菜地里机械轰

鸣，有大型机械助力，一颗颗甜菜被收获进仓。堆积如山的甜菜

让这个小村庄飘起醉人的“甜”香，也甜透了种植户的心。

今年，巨宝村党支部按照“优结构、签订单、建基地、增收入”

的发展思路，采用土地流转、大户带动、规模种植等方式，引导保

收农业种植合作社发挥带动作用，以市场为导向，采取订单形式，

规模化种植高产高效农作物，其中订单种植甜菜 1000 亩。通过

估产，亩产可达 8000 斤，去掉成本费用，每亩纯效益可达 800 元

以上。

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

成功自侦自破一起盗羊案
本报讯（解东 王刚连）日前，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成功侦

破一起盗羊案。9 月 11 日，乌兰毛都苏木萨仁台嘎查居民额

某电话报警称：其在牧点放养的 30 余只羊丢失，请求派出所

出警处置。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对现场进行勘验

调查。

经数日的摸排走访，调查了解到乌兰毛都苏木萨仁台嘎查居

民五某某与租赁其草场的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于 9 月 18 日将

五某某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进一步调查。在民警的强力攻势和细

心讯问下，五某某交代，9 月 4 日 19 时许，五某某伙同张某前往

额某牧点将其 34 只羊赶至五某某弟弟朝某某家牧点羊圈内圈

养。五某某与张某怕被他人发现，五某某一人将 34 只羊从其弟

弟朝某某牧点羊圈内用农柴车转移至绿水种蓄场亲属张某家牧

点。

调查案件事实后，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立即立案侦查，现已

将两名犯罪嫌疑人五某某、张某依法刑事拘留，二人对自己的盗

窃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帮助受害人额某追回其被盗的 34 只羊。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侦办当中。

包海军：特色养殖收入高
□记者 阿敏

它的外表看起来十分温和、憨态

可掬。实际上，它牙尖嘴利，撕咬之间

透露出一股凶狠劲儿，它到底是一种

什么动物呢？在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

前德门嘎查，包海军却靠着它走上了

特色养殖致富的道路。日前，记者走

进了包海军家一探究竟。

在包海军家不算大的院子里，记

者 见 到 了 他 养 的 那 些 小 东 西 —— 貉

子。貉子看上去有点像狐狸，六七个

月就能出栏。包海军说，他是在 2014

年的一次外出考察中发现了养殖貉子

的生财之道，而且养殖貉子收入稳定，

利润也高。于是，他当年就买了 10 只

种貉进行养殖。经过他和爱人的精心

照顾，很快就发展到了近 200 只，当年

就见了利。他说，养殖貉子除了打两

次预防针外，其他技术环节并不是很

复杂。就是在特别冷的冬天也不怕冷，

而且它一天就吃两顿，属于半冬眠动

物，毛皮动物不怕冷。等到貉子要出

栏时皮货商就主动上门了，不用去找

皮货商。在价格方面，好一点的一只

能卖到 500 多元。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养了 200

多只貉子，当时卖了 170 只，收入在 3

万多元，而且占地不大，一个稍大点的

院子就能装下，只要肯吃苦谁都能干，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示范，带动身边更

多的人进行养殖，形成规模，带着大家

一起致富。

据了解，貉子属于一种抗病力强，

易 饲 养、繁 殖 快 的 动 物。 毛 皮 名 贵，

肉可食用，可以说全身都是宝。而且

易 于 饲 养，食 量 小，食 料 简 单。 貉 子

皮质地轻软，珍贵，毛皮目前在美国、

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供不应求，有广

阔的国际市场，作为时尚的象征，皮

草消费逐渐趋于简单的装饰和点缀，

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很多地方，不

得不说，小小的貉子可利用价值却不

小。

荒山变资产   村民变股东
□记者  秀秀 通讯员  时秀霞

10 月 21 日上午 10 点，科右前旗科

尔沁镇远新村广场前，人头攒动，鞭炮齐

鸣，村里的妇女穿上了红衣服跳起了广

场舞，庆祝村民由农民变成了股东，并在

今天第一次领到分红，内心的喜悦溢于

言表，整个广场比过年还热闹。

带头跳广场舞的是队长孙玉芝，55

岁的她当了股东，脸上写满了喜悦。“我

家五口人全都是股东，年龄不同股份不

一样，总计 14 股，每股 30 元，今天我能领

到 420 元，太高兴了！以前觉得股东都

是电视剧里的角色，没想到我这 50 多岁

的人还成股东了。”孙玉芝开心地说。

2019 年 3 月，远新村进行了集体经

济改革，成立了远新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共有 451 户、

1308 人符合入社条件，成为远新村集体

经济成员，经过核对公示等环节，全村

集体经济共有 4481 股。今天是第一次

分红，分红金额每股 30 元，全村合计分

红金额 13.4 万元。

今年年初，远新村动员 27 位党员和

村民代表组成改革领导小组，连续工作

6000 多个小时，在三个月内完成了集体

经济改革，明确了每个人的股权，在时

间和质量上双双超越了比远新村早启

动改革一年多的试点村。按照文旅融

合发展思路，远新村通过努力，硬是在

杂草丛生的下孟荒山上打造出了林新

创忆园，按照当年投入、当年收益的思

路，预计运营性收入和生产性收入累计

突破 147 万元，目前已经入账资金约 35

万元。四个月的时间里，远新村让荒山

展绿颜、绿颜变金山。远新村还大胆尝

试，调结构促发展，推进“颜色农业”，黑

糯玉米与黑色系农产品在北京林业大

学、西北旺镇的帮助下，成功打入北京

高校后勤采购集团、超市等市场。

远新村的集体经济改革，通过明晰

产权归属、界定成员资格让农民都变成

了股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

活了经济，富了农民。

中国石油兴安分公司

深入一线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于迎杰）根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安排，中国石油内蒙古兴安销售分公司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深

入加油一线开展调研工作，在党员中开展主题教育并讲授党

课。

教育领导小组结合加油站实际工作，通过听取情况汇报，着

眼解决基层反映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为主题给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与一线党员交流分享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通过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基层党员干部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有了

深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自觉把思想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奋力谱写兴安分公司事业新篇

章。

高艳红做直播 生产车间

打包发货

低价出售大别墅
爱国办事处院内有一大别墅低价出售。主楼三层

360 平方米，双车库仓房 70 平方米，院落 200 平方米，

院内有果树石亭。别墅坐落市中心，离五一广场不足

500 米，自建别墅 6 室 2 厅，房间格局敞亮，采光通透，

楼前视野开阔（爱国一小操场）。售价 285 万元，每平

单价仅 6600 元（08 年自建房，17 年新装修）。

看房电话：13804790289

殡仪 火化 公墓

业务电话：3979777  3970999

一站式惠民服务

科右前旗龙泉殡仪馆

办公楼、会议室出租
      位于前旗政府新址，鑫安建筑大楼现有多个

办公楼层，大型会议室（容纳 400 人），小型会议

室（容纳 150 人）出租，院内大型停车场，24 小时

安保服务。

联系电话：15248228099  0482-8319358

突泉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突泉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突泉县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 户名：突泉县人

民法院）进行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学

田乡政府所在地 1-3 幢房产，规划用途为商业，

房屋建筑面积为 620 平方米，钢架结构，塑钢窗

户。

起拍价：401450.00 元，保证金 50000.00 元，

增加幅度：1000.00 元。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蕾   电话：15048255006

      突泉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25 日

突泉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突泉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突泉县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 户名：突泉县人

民法院）进行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六

户镇 2 区 3 段 214-18 幢房产，建筑面积 113.88

平方米，总层数为 5 层，所在层为 1-2 层，规划

用途商住，混合结构。

起拍价：253895.46 元，保证金 50000.00 元，

增加幅度：1000.00 元。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蕾     电话：15048255006

突泉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售节能环保锅炉
      北京京州牌燃煤锅炉、省煤、省电、此锅炉无烟、

环保达标，适用大中小企业、乡镇、小区、学校机关

等大面积供暖。本公司还经营多年家用各种节能

锅炉，燃油锅炉、电锅炉、本公司所售锅炉一律保修

两年。

乌兰浩特弘科节能采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吴慧文   电话：13804799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