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产经

CHANJING

2019.5.14

编辑 茂林 版式 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清洁能源让乌拉特中旗更“风光”
5 月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万物复苏，满眼翠绿。这几天，在总投
资 28 亿元的中核龙腾 100MW 槽式
光热发电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
在抓紧作业，对镜架立柱、集热器进行
安装，一排排巨大的槽式集热器像向
日葵一样正对着太阳。
内蒙古中核龙腾乌拉特中旗导热
油槽式 100MW 光热项目是国家首批
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也是我国目
前装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投资金
额最大的槽式光热项目。目前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发电岛、储热岛土建工程
全面复工，基础设计、防风墙、截洪沟、
集热器桩打桩已完成，计划于今年 9
月 30 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项目建成后，通过自建 110KV 升
压站接入金泉 220KV 变电站，年发电
量约 3.2 亿度。与火电相比，每年节约
标准煤 10.58 万吨，每年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26.65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106 吨。
中旗光热资源充足，风能资源丰

C

富。全旗年均日照时数 3250 小时，全
年实测太阳能总辐射量每平方米
6230 兆焦，日照百分率 71%~73%，是
我国太阳能发展较好的产地之一。风
能资源占全国有效风能资源总量的十
二分之一，占内蒙古有效风能资源的
四分之一，是自治区风能最佳区域之
一，风能资源可开发面积达 1.5 万平
方公里，理论可开发 3000 万千瓦以
上风电项目，风电开发区域高度 70
米，年平均风速为每秒 8.9 米，是自治
区三个国家百万千瓦风电基地之一。
“风光天上来，电从空中走。”中旗
全力打造大型“风光同场”
“风电互补”
发电清洁能源基地，依托资源富集的
优势，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产业，与一
产、三产进行协调发展，与现代畜牧
业、
文化旅游业高度融合，打造百万千
瓦风电基地。目前，已有 20 多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入驻开发，风电开发区建
设的川井 500 千伏风电汇集站全面
建成。风电装机并网突破 300 万千
瓦，太阳能发电规模 26 万千瓦，年发

电约 62 亿度，实现产值约 33 亿元。全
旗 已建成 500 千伏 超高 压 变 电站 1
座，220 千伏变电站 2 座，110 千伏变
电站 9 座，35 千伏变电站 17 座，极大
地满足了企业的生产用电。同时，中旗
利用现已建成的风电能源通道和电源
接入及送出条件，实施太阳能光伏、光
热发电项目，与风电形成电能互补，进
一步改善电力供应结构，提高供电质
量和稳定性。
中旗牢记
“筑巢引凤，劲风扬帆。”
嘱托，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力度，从资源开发利用和立项审
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全力为清洁
能源企业提供优质、快捷服务。“十三
五”期 间，中旗规 划装机 总容量为
1000 万千瓦，在已建成并网项目的基
础上，风电规划 550 万千瓦，光伏规划
111 万千瓦，
光热规划 30 万千瓦。目
前，中核龙腾 10 万千瓦光热、神华国
能 20 万千万风电等大型项目进展迅
猛。
李忠峰

春耕
HUNGENG

准格尔旗春耕新图景：
耕牛不见有 机器遍地走

过去，人们在“数九歌”中常用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来描绘
春回大地时春耕的盛况，但记者近
日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乡村采访
时发现，如今农田里已看不到慢吞
吞的耕牛，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效
运转的农机具。“机器遍地走”已然
绘就起一幅准旗春耕时的新图景。
位于薛家湾镇的百里长川，现
在正是玉米耙地播种忙碌期，可在
沟门村，40 多岁的村民杨军却轻松
得很，今年非但没有去地里看一眼，
反而“不务正业”起来，干起了帮别
人买树苗种树的行当。
“现在种地不用愁，机器遍地
走，雇上一台播种机，几十亩地一上
午就种完了。”杨军高兴地说，
“从去
年开始，我就跟两个朋友合伙帮别
人买树苗种树， 一年能赚 个四五
万。”
原来，尽管杨军家每年要种 30
多亩玉米，但由于现在耙地播种全
部实现机械化，他也因此从土地里
解放出来，在不耽误春耕的同时另

好不热闹。这些拖拉机尾部拖着
辟“生财之道”。如今，在准旗像杨军
出，
一样的农民不在少数，他们开饭馆、 刨茬机和播种机，所经之地既粉碎
打零工，身份多了收入自然也少不
了茬子松了土，又播了种。从远处
了。
看，一辆辆拖拉机好似一个个小精
准 旗 北 部沿 黄 河的 十 二 连 城
灵，
在田中悠闲地踱着步。
乡，土壤肥沃，灌溉系统发达，是准
“我都好些年没在地里见过耕
旗玉米等农作物的主产区。谷雨前
牛了。”听到笔者问村里有没有人用
后，
十二连城乡的农田里，一辆辆红
牛耕地，蛮汉壕村村民张宽晓说：
绿色的拖拉机来来回回、进进出 “现在种靠机器，收也靠机器，早在
色、

前些年村里就全部使用机器播种和
收割了。”张宽晓家 20 多亩地今年
春耕期间都种上了玉米，耙地、播
种、施肥，全都使用农机完成。
“过去种地全靠耕牛和人力，一
种地我就上火，牛干不细的地方还
得人力补，腰疼得厉害时，就吃止疼
药，再疼再吃。”张宽晓说，
“现在好
了，机器把农活都干了。”
其实，这只是准旗机械化春耕
备耕的一个缩影。春耕生产期间，准
旗大部分乡村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种
植。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
农村现代化。”准旗农牧局的一位负
责人介绍说，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
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
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今后准旗将继
续大力推广农机新机具新技术，加
大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有效供给，
进一步降低农民种地成本，在保护
环境的同时，提高农产品质量，不遗
余力地增加农民收入。
鄂雯

特色种植 再迎丰收年
兴安盟突泉县：
“我家种紫皮蒜可是有年头了，每
年在小院子种点，效益还挺好的，都能
赚个 10000 多元钱。”兴安盟突泉县
突泉镇大营子村村民李艳文介绍道。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对于李艳文来讲
都是忙碌的，同时也是喜悦的。这不，
她刚将新鲜的紫皮蒜瓣栽进土里，再
过两个月就要开始忙着收获了。
大营子村村民李艳文家忙活着耕
种新一年的紫皮蒜，离这里几十公里
外的杜尔基镇东泉村村民郑玉福家也
是热闹非凡，每天早上 7 点钟左右，郑
玉福家就聚满了人，大家忙着咨询郑
玉福夫妇各种问题。
原来，这是因为 2018 年郑玉福夫
妇利用自家院子里的一亩空地架起大
棚 ， 栽 种 1700 多 棵 黄 瓜 ， 收 入 了
16000 多元。这事在村里一经传开，可
“馋坏”了村里人，这不今年早早儿地
就有同村的人来问架棚经验以及大棚
种植方法。“我家大棚去年效益挺不

今年村里挺多人都想试试，我就给
做好春耕，是春天里的头等大事。
错，
绍。
子。”
他们说说架棚、栽种等方面的相关事
年初以来，驻村第一书记刘爽与
为做好春耕工作，突泉县加大对农资
宜。而且，今年我家也扩大了种植规
村“两委”积极探索香瓜种植新模式， 批发市场和乡、村农资集散地的检查
模，准备种香瓜和黄瓜。如果今年的效
经过多方研究决定通过采取“集中连
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杜绝假
益好，明年就再扩大点。”郑玉福高兴
片”和“填空补齐”相结合的庭院大棚
冒伪劣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流入市
地与笔者介绍。
种植方式，在全村实施设施钢架大棚
场。今年，突泉县还积极引导突泉蒙银
走在东泉村的路上，陆陆续续会
升级改造工程，引导更多的农户利用
村镇银行与县供销 合作社 联合社签
看见一些农户正从车上往下卸钢管， 房前屋后的空地发展庭院大棚种植。 约，确定以“信用贷”的贷款模式简化
这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心”。经过了解， “因为我看村里去年大棚效益挺好的， 放款手续，加速了突泉县在农业生产
记者得知，这些钢管便是东泉村今年
今年准备架的大棚有 600 多平方米， 资料、日常消费品购买、农资及农副产
。
全村致富的“关键武器”
我虽然脱贫了也想增加更多的收入， 品购销等方面城乡之间的均衡流动。
东泉村一直是突泉县内远近闻名
现在就是扣大棚的前期工作，我没什 “现在正是村民购买种子化肥的时候，
的“香瓜村”，有着悠久的香瓜种植历
么经验，不懂的地方还能去向村里人
此次签约保证了农资供应，满足了社
史，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80000 平方
求教。”东泉村村民郭有高兴地说着。
员们春耕生产资金的需求。”水泉镇基
米，产量 6000 吨。但受到种植方式、
近年来，突泉县始终坚持以“标准
层供销社主任王艳福高兴地说。
生产规模的限制，东泉村香瓜一直没
化种植，精细化管理”的发展理念着力
今年，突泉县计划完成农作物春
能把知名度打出去。
“我们村大多数人
发展瓜果、蔬菜种植产业，不断把发展
播面积 266 万亩。截至目前，已调运储
都有种瓜经验，但是在销售季节、时间
特色种植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
备各类良种 450 万公斤，化肥 7 万吨，
上不占优势，大田里种植的香瓜都是
农民增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
农药 300 吨，其他春耕工作也将陆续
夏季下来，价格不高，所以效益也不是
点。
开展。
特别好。”东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爽介
俗话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张佳

民警暖心一站式服务 上门给 80 多岁瘫痪老人办理身份证
5 月 10 日，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公
安分局三道坎派出所户籍窗口开展
“一站式”办户办证服务，上门给户籍
跨区瘫痪老人办理身份证。
80 岁老人李爷爷户籍在乌海市
海勃湾区，因患帕金森症已卧床多年。
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老两口独自
居住在乌海市乌达区三道坎的一处平
房内，李爷爷的老伴李奶奶来到三道
坎派出所，希望帮李爷爷办理身份证。
因为李爷爷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一起丢
了，李奶奶非常着急，担心银行卡上的
钱被人取走。户籍民警一边安抚李奶

奶不要着急，一边跟李奶奶要了她女
儿的联系方式，告知李奶奶的女儿先
帮老人办理银行卡挂失。了解到李爷
爷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三道坎派出所
民警让李奶奶先回家，随后带上照相
设备，
上门给老人办证。到了老人家，
李奶奶正在给老伴换衣服，她一边甜
蜜的抱怨着老伴又尿床了，一点都不
给她省心，一边贴心的给老伴换上了
帅气的西装。在病床边的沙发上，民警
和李奶奶共同拉起了白色背景布，经
过多次调整姿势，
采集了李爷爷的照片。
看到民警耐心的服务，李奶奶笑

着说，真是感谢你们呀，这么大老远的
跑过来给我老头儿照相。民警忙说，不
客气大娘，你一个人照顾大爷也不容
易，我们回去联系你姑娘，办好了证直
太谢谢你
接发给她。李奶奶高兴地说，
们了，直接发给我姑娘好，平时的事都
是她跑来跑去的办，她在海波湾上班，
能直接发给她就更方便了。
回到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编辑
上传照片、
提交办证，身份证办好后将
通过中国邮政直接邮寄到老人女儿家
中。
赵雪

姻特色产业

乌拉特草原
戈壁深处有间“托驼所”
清晨 7 时，晨曦微照。乌拉特
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尼乌素嘎查
戈壁红驼奥日格奇驼奶产业基地
内，管理员托雅和工人们早早来到
养驼棚圈，将吃饱喝足的母骆驼和
驼羔们顺着通道吆喝进挤奶大厅，
然后将编着号码的驼羔一一对应
牵到母骆驼身下吸吮了几口后，开
始操作机器挤奶，淡淡的乳香飘散
在空中。
“让母驼配合挤奶可不容易，
没有 3 个月的驯化办不到。”泼辣
干练的托雅带领着 10 多位牧民，
饲养管理着基地内的 500 多峰高
大的骆驼，每天和骆驼亲密接触，
对骆驼的习性了如指掌。
她指着一峰峰“训练有素”的
骆驼说：
“ 骆驼与牛羊不同，母驼只
有在确认小骆驼饥饿时，才会开始
分泌乳汁。我们必须通过驯化让母
驼配合，挤奶工才能抓住时机启动
机械挤奶。而且骆驼奶产量很低，
平均每峰母驼每天产量只有 2 斤
左右。”
西尼乌 素嘎查地 处乌拉 特草
原戈壁深处，距离乌拉特后旗旗府
所在地巴音宝力格镇 130 多公里，
是全国命名的第八批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戈壁红驼产业是嘎查的烫
金名片。
2017 年，
这里成立了戈壁红驼
奥日格奇驼奶产业基地，基地内的
产奶母驼来源于周边牧民，寄养母
驼的牧民无需提供任何饲草料、人
工等费用，
每年由基地按每峰 2400
元的标准给予产奶母驼基础补助，
既解决了当地牧民养母驼成本较
大的问题，同时也有效提高了当地
牧民的收入。
“我们基地采取租赁寄养的模
式，与嘎查和周边的 20 多户牧民
签订寄养合同，他们将骆驼寄养在
基地交由我们代管，大小骆驼的所
有权仍归牧民所有，牧民 1 峰骆驼
年纯收入 2400 块钱。现在这里寄
养着 500 峰骆驼，其中有 380 峰驯
化好的骆驼进行挤奶，日产鲜驼奶
760 斤。驼奶营养丰富，是奶中极
品，每斤售价达到 30 元。”奥日格
奇驼奶产业基地负责人好斯毕力
格说。
巴音前 达门苏木 巴音忽 热嘎
查的牧民塔布斤已经在这里寄养
了 3 批母驼了，对这种寄养模式所
带来的收益很满意：
“ 我家的母驼
和驼羔每年都会寄养在这里，今年
寄养了 21 对母子骆驼，年租赁费
收入 5 万多元。以前骆驼就在自家
草场上散养，驼奶收入基本上是空
白，只有春季的绒毛收入和冬季的
驼肉收入。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牧民
既省事省心，节约了饲料费支出，
还增加了一大笔驼奶收入。”
奥日格 奇驼奶产 业基地 负责
人好斯毕力格一直致力于骆驼产
品的精深加工，创办过驼绒、驼肉
加工厂，近年来专心致志发展驼奶
产业。现在让他喜中有忧的是，驼
奶通过“托驼所”形成了一定产能，
但没有深加工产品，现在只能以鲜
奶和酸奶的形式在市场上零星销

售，一定程度制约了“托驼所”的规
模和效益，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当
地能够引进一家驼奶深加工企业。
如何让 骆驼产 业链条不 断延
伸发展壮大，也是乌拉特后旗旗委
政府一直孜孜以求的。该旗依托绿
野食品公司、驼铃声声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等平台将驼肉销售到全国
各地。
在驼奶开发加工方面，引进了
内蒙古蒙驼乳业有限公司，今年计
划投资 3.4 亿元建设骆驼产业化开
发项目产业园区，研究开发驼奶、
驼油、骆驼保健品等系列产品，探
寻驼产品精深加工之路。
蒙驼牧 业有限 公司总经 理李
建军说：
“ 为了确保奶源供应，我们
今年与奥日格奇驼奶产业基地签
订了收购协议。同时加快骆驼奶源
基地建设，计划投资 1300 万元，在
骆驼饲养相对集中区域建设成立 4
个高标准戈壁红驼‘托驼所’
，构建
一套切实可行的企业与牧民利益
联接机制，将戈壁红驼产业做大做
强。”
乌拉特 后旗被 誉为“戈 壁红
驼”之乡。这里生长的戈壁红驼属
于世界珍贵畜种，是乌拉特部落牧
民长期生产实践中选育出来的优
良品种，是国家二级保护畜种，素
有
“草原珍珠”美称。
据好斯毕力格介绍，乌拉特后
旗的戈壁红驼数量也经历了很大
的起伏。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旗
戈壁红驼数量达到 3 万峰左右，而
后由于受市场因素和草原连年干
旱影响，戈壁红驼数量急剧下降，
2002 年 红 驼 数 量 一 度 下 降 到 了
4130 峰，濒临灭绝。
为了保 护和发 展戈壁红 驼产
业，乌拉特后旗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累计投入生态建设保护
资金 7.4 亿元，完成生态建设面积
70.3 万亩，建立封禁保护区 10 万
亩，为红驼繁衍生息创造了条件。
并积极支持、鼓励牧民成立了乌拉
特戈壁红驼事业协会，注册成立了
公司和合作社，获得了“戈壁红驼”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积极发展驼
球、赛驼等民族体育竞技项目，先
后举办了国际驼球比赛、国际骆驼
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拉动戈壁红驼
产业重现勃勃生机。
经过十 几年的 保护性发 展繁
育，几乎濒临灭绝的戈壁红驼呈现
出喜人的恢复性增长态势。据统
计，戈壁红驼数量已经从 4000 多
峰发展到了现在的 5 万多峰。
如今在乌拉特后旗草原，不时
可以看到成群的戈壁红驼悠然自
在地在草场上觅食歇息，这里真正
成为了戈壁红驼繁衍生息的乐园。
乌拉特 后旗农 牧科技局 局长
达布希拉图说：
“ 我们将通过奖补
政策、核心群补贴、科技培训、疫病
防治、建立可追溯体系等综合措
施，合理保护、利用、发展好这一重
要的带有文化背景和承载边境牧
民产业发展重任的戈壁红驼产业，
促进当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韩继旺 图古斯毕力格

浮桥岸上堵车起争执持刀伤人
持刀伤人男子被拘留 15 天
5 月 5 日上午 10 点左右，在乌
海市公安局乌达公安分局三道坎
派出所辖区黄河乌海段海达浮桥
西岸，货车司机贾某与王某因堵车
引发口角，两人下车争执，动起了
拳头。司机贾某从口袋里掏出随身
携带的匕首将王某左肩扎伤，并不
慎划伤前来拉架的李某。三道坎派
出所对贾某因故意伤害他人和携
带管制刀具分别依法处以拘留十
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和
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事件起因，借道让车的王某认
为贾某不该把他的车别停，心生不

愤，下车敲窗质问贾某是怎么开车
的。贾某认为自己正常占道行驶，
反遭王某质问，心有不平。常年跑
物流的司机贾某习惯随身携带匕
首，争吵中，他随手抄起匕首向王
某的肩部插去，王某被刺伤。贾某
因携带管制刀具被依法处以拘留
五日的行政处罚，也因为随身携带
匕首，导致冲动伤人，贾某因故意
伤害他人被依法处以拘留十日并
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民警提示：如遇有人携带管制
刀具，请第一时间打报警电话举
报。
赵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