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7版扎旗新闻●责任编辑：何    娜   ●编       辑：王    敏    ●电话：8877241
●校       对：刘艳辉   ●电脑制作：王正男

绘就幸福生活 新图景
——扎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展纪实

□白玉亮 

大地回春，农时渐起。在扎赉特旗广阔肥沃的土地
上，机器轰鸣，农民忙碌，一幅催人奋进的春耕画卷正徐
徐展开。今年，扎赉特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540
万亩，其中，玉米种植面积 350 万亩，水稻种植面积 90
万亩以上，全旗春耕播种形势为近年最优，为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基础。 

春耕生产工作只是扎赉特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个缩影。 

2018 年，扎赉特旗退出国贫困旗县序列后，依旧砥
砺前行，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乡村振兴。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0 年底，扎赉特旗现行标
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最高时的 42%
降至“零”，全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达到 12195
元，是 2015 年底的近 4 倍，全旗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全
部突破 20 万元。  

从脱贫摘帽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衔接乡村振
兴，扎赉特旗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总目标综合施策，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探索长短结合的创新机制，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  

做好机制衔接 绘制路线图 
扎赉特旗是典型的老少深度贫困地区，是自治区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曾经称为贫困代名词的“北八乡”
就在这里，这里是兴安盟乃至自治区的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脱贫任务重。 

扎赉特旗委、政府把抓好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坚持用脱贫攻坚统揽全局，立下愚公移山志，以“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积小
胜为大胜，积大胜为完胜。全旗集中精力、持续用力、精
准发力，多措并举，有机地从“脱贫攻坚”过渡到“乡村
振兴”。  

在政策措施上，印发了《扎赉特旗防返贫防致贫动
态监测预警和帮扶办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对脱贫不稳户、边缘易致贫户开展动态监测，建立了
红黄蓝三级预警机制，并针对各户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
性的帮扶，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脱
贫不稳定户不返贫、边缘易致贫户不致贫，建立产业扶
贫长效机制，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千方百计巩固好
脱贫攻坚成果。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在巩固成果。脱贫摘帽
后，扎赉特旗始终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
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把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谋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开展全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
点工作，制定印发了《扎赉特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试点实施方案》《扎赉特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机衔接重点示范嘎查村任务清单》，选定 32 个嘎查村
进行示范打造，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易推广、各具特色
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力争三年内实现所有嘎查村全
覆盖。 

与此同时，强化扶贫资金资产管理，制定下发《扎赉
特旗扶贫资产管理实施细则》，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两本账、六项清单”机制，促进到村、到户扶贫资产实现
规范化管理。此外，扎赉特旗从 2019 年开始，旗本级每
年安排 300 万元，设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健康扶贫防贫基
金，对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2 万元的城乡居民分段按比例
进行救助，减轻患病人口医疗费用，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搭好产业桥 连起振兴路 
仲春时节，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的黑木耳种植

户们心里暖意融融。“共产党像太阳，党的政策暖心
房……”阿尔本格勒镇珠日根嘎查农民王顺编了一段

顺口溜，他让爱人用手机录成视频后发在微信朋友圈，
很快就收获了许多父老乡亲的点赞和转发。 

王顺的顺口溜是享受到扶贫政策后的有感而发，作
为黑木耳产业的直接受益者，这几年来，王顺和妻子除
了自己种植 1 万棒黑木耳，还在合作社里务工，每年靠
这两项就能收入 6 万元以上，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像王顺一样，越来越多的群众在过去几年的时间
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扎赉特旗紧紧抓住发展
产业这个“牛鼻子”，立足传统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在全
区创新实施“菜单式”产业扶贫，以更明确的思路、更精
准的举措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这几天，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苏木百吉纳新村脱贫
户崔其木格两口子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崔其木格如
今的幸福生活，还要从 3 头扶贫产业猪说起。2016 年底，
崔其木格和丈夫金英雄因病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考虑到两人劳动能力较弱且家里没有草场，嘎查干部和
驻村队员在充分征求他家意愿的基础上，综合生猪市场
回暖的实际，连续两年先后落实扶贫资金 4.8 万元帮助
他家发展生猪养殖。 

“2017 年落实产业扶贫的时候先给买了 3 头猪，
2018 年又给买了 30 头猪崽，2019 年这些猪已经带来了
10 多万元的收入，随后我又买了几头牛，也发展到 10
多头了。”崔其木格说。4 年来，依靠生猪产业他们家稳
定脱贫，如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目标，崔其木格信心满
满地说：“我新建了 200 平方米的猪舍，想扩大生猪养殖
规模。” 

崔其木格家的日子能过得有滋有味，靠的是产业与
市场的精准对接。而农产品要想卖好价，打响品牌，多
元化“吆喝”少不了。扎赉特旗借助京蒙帮扶、推介展会、
电商平台等渠道，通过线上线下积极对接市场，打通销
售通道，推动扶贫产业产品卖得出去、赚得到钱。 

扎赉特大米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眼下，正直春耕
备耕时节，好力保镇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私人订制
田里又忙碌起来。“现在我们大米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与全国各地很多大公司和企业都有对接合作。特别是
我们推出的贫困户的庭院水稻，让每个贫困户每亩地能
持续增收 200 元。”扎赉特旗魏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魏建明介绍说。 

得益于“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品牌影响力，
在魏佳米业务工的脱贫户王宝和每年都要多收入 4000
元以上。“大米卖得好，合作社也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
收入比以前增加了近 5000 元。”王宝和说。 

通过多方的大力宣传和推介，如今扎赉特旗大米、
黑木耳等农产品品牌开始崭露头角，走向全国人民餐
桌，让扎赉特旗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让困难群众实现
长久脱贫，让农牧民增收有道。 

近年来，扎赉特旗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
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加快培育做强“两米、两牛、两糖”
优势特色产业，农牧业大旗地位持续巩固，粮食和畜牧
生产连丰连稳，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水稻
种植面积较“十二五”期末翻两番，“我在扎赉特有一亩
田”认领突破万亩，“兴安盟大米·扎赉特味稻”品牌走
出兴安、走向全国。成功创建全国首批、全区首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区和农旅休闲体验
区。立足优势资源，有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
续激发产业动能。加快推进牲畜良种化进程，改良牲畜
7.3 万头（只），发展优质安格斯牛 4 万头，培育多羔羊 40
万只，牧业年度家畜存栏总量稳定在 290 万头（只），被
确定为国家肉羊体系“一县一业”肉羊产业样板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支撑现代农业的骨架，扎赉特
旗财政提供 9000 万元扶持民营经济和专业合作社发
展，培育运行良好的新型经营主体 1980 个，重点培育
270 个规范运行的农民合作社，促进实现“处处都有新
型经营主体带动”，采取“党组织 + 新型经营主体 + 贫
困户”模式，通过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75% 的贫困
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除此之外，扎赉特旗持续抓好生态振兴，全旗累计
开发生态护林员 1545 名，全部聘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上岗，每人年工资 1 万元；建设林果示范村 3 个，落实果
树经济林项目 759.5 亩，带动贫困户 156 户、351 人，实

施生态振兴工程，累计在 6 个乡镇打造振兴乡村绿化美
化示范村屯 60 个，2019 年，10 个嘎查村先后被国家林
草局命名为国家森林乡村。 

大力发展光伏产业，2018 年以来共实施光伏扶贫
项目 3 个，建 13 个光伏电站，其中，集中式电站 1 个、联
村电站 12 个，总装机规模达到 114.2 兆瓦，总投资达到
76116.48 万元，实现了全旗所有嘎查村集体和全部贫困
群众双受益。同时，持续扩大就业扶贫，累计培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近 4500 人，建设扶贫车间 6 个。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十三五”期间，扎
赉特旗累计整合资金 15.78 亿元，精准落实产业、住房、
教育、健康、易地搬迁等扶贫措施，着力补齐深度贫困嘎
查村基础设施短板，“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
总体解决，筑牢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资金基础。 

如今的扎赉特旗握指成拳、聚力发展的态势日趋强
劲，跨越赶超的步伐更加矫健。 

扮靓新家园 舒展新画卷 
行走在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既有美丽宜

居家园，也有生态绿色的产业园，同时形成了静心洗肺
的生态园，助力乡村振兴。 

围绕改善人居环境，扎赉特旗动员全民完成参与农
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实施“厕所革命”，
改造农村户厕 1.5 万个，建成乡镇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厂
3 处；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完成危房改造清零；实施
街巷硬化、饮水安全、农村户厕和电网升级改造工程，
获评“四好农村路”区级示范旗，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深入开展“改变生活，从庭院做起”专项行动，创建
一批“美丽庭院”示范村（屯）、示范户。“十三五”期间，
扎赉特旗多个嘎查村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 

美丽乡村，幸福生活。人居环境整治给群众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垃圾清理了，村道干净了，公厕改
善了，我们农村越来越好了，日子是越过越舒心了。”村
民们不约而同感慨。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必须从外部环境入手，但更需要
提升内部环境。扎赉特旗将乡风文明跟人居环境结合
起来，深化乡村治理，繁荣乡村文化。  

围绕推进文化振兴，扎赉特旗持续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以乡镇、社区为单位，挖掘人才，组建“政策宣
讲小分队”，结合“学习讲堂”建设，将讲堂设在群众家
中、百姓的“热炕头”，充分发挥宣讲人员的身份和地域
优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农牧民群众关心的医疗、
卫生、养老、扶贫、农牧业技术、精神文明、社会稳定等内
容，帮助贫困群众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自立自强，唤起
贫困群众自我脱贫的斗志和决心。 

与此同时，扎赉特旗倡导文明新风，印发了《扎赉特
旗新时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通过采
用农牧民宣讲团、种养殖能人现场培训、自主脱贫户现
身说法等宣讲教育方式，利用宣传车、手机短信、网络新
媒体宣传等宣传方式，全面引导贫困群众勤俭持家、艰
苦奋斗，提振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激发农牧民内生动
力；利用板凳会、大舞台、小广场等，通过“说唱诵演”、微
宣讲等形式，开展扶贫政策讲解、脱贫致富技术培训、文
明乡风宣传，用“小环境”解说“大形势”，用“身边事”
解读“大政策”，用“小故事”阐明“大道理”，让贫困群众
在喜闻乐见中不断提升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实现由“智
变”到“质变”。此外，该旗深入脱贫攻坚重点村送文艺
演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中心，在演出活动中邀请
脱贫典型讲故事、致富能手讲经验、帮扶干部讲政策，用
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寓教于乐，教化于民。 

扎赉特旗围绕推进人才振兴，抓好新型职业农民等
乡土人才培育，激励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显身手。围绕推
进组织振兴，以党组织为核心抓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抓好村级民主政治配套建设，以集体
经济为依托抓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加快完善以党组
织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回望“十三五”奋斗历程，迈
向“十四五”新征程，处处透着产业之美、环境之美、文
化之美的美丽扎赉特，在乡村振兴这份大考卷上，正在
留下别样的精彩。

肉牛产业成为扎旗农牧民增收新亮点

茂力格尔嘎查幼儿园

胡尔勒镇查干珠日和嘎查移民新村朵兰艾里

查干珠日和嘎查村民陈宝全家菜园蔬菜长得生机勃勃

巴彦扎拉嘎乡石头城子村驻村第一书记吕大鹏深入农户讲解
扶贫政策

阿尔本格勒镇全力打造黑木耳小镇

胡尔勒镇诺勒嘎查大学生代朝鲁门搞起庭院经济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