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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看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和林县新店子镇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布局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坚持贯彻党管人
才原则，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抓手，以人才培养为着力
点，多点发力构筑乡村振兴人才链。

摸清乡村人才“底子”。新店子镇坚持“一盘棋”
思想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人理念，通过盘点乡村
人才存量，全面梳理现有各类人才资源，将热衷乡村
发展和有专业特长的人员编入新店子镇村级后备人
才信息库，已储备优秀人才 79人。

探索人才振兴“路子”。新店子镇以吸引各类人
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目标，16个行
政村实现了“一村一名大学生”招录计划。同时，近几
年新店子镇持续注入优秀年轻干部，公务员、选调生、
乡镇涉农事业人员等为乡村工作助力，尤其是 85后、
90后青年党员数量不断增多。

留足乡村人才“位子”。新店子镇注重提拔使用政
治过硬、实绩突出的干部，重用“一村一名大学生”高学
历优秀年轻干部到关键岗位关键部门，给他们压任务，
加重担，让他们在农村一线、关键岗位经风雨、受锻炼、
长才干。进一步培育富民绿色产业，在推进农业提质升
级和强化对扶贫产业项目的管理上狠下功夫，新建西沟
子村、店湾优质牛养殖项目、女神青园基地菌类大棚项
目，有序推进柠条初加工、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为人
才施展才华提供用武之地。 （李海珍）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通讯员 秦君）记者从清水河
县政府获悉，近年来，清水河县聚焦交通重点领域，加
快提升路网基础设施水平，路网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布
局不断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清水河县境内公路硬化总里
程达 2619.1公里，6条国、省干线里程达 264.4公里，17
条县、乡道里程达 492.7公里，495条村道里程达 1682
公里。

今年，清水河县围绕年度目标任务，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确保年内 3个重点建设项目上台阶。总投资 9.8
亿元，建设里程 52.5公里。一是加快推进冯家塔至老
牛湾公路建设，该项目路线全长 25.951公里，其中主线
全长 16.568公里，连接线路线全长 9.383公里。主线按
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 10米、路面宽 8.5米，采
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连接线采用三级公路标准，路基
宽 8.5米、路面宽 7.5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批
准预算总金额为 7.9亿元。二是全力加快清水河县川
峁至老牛坡公路建设，该项目起点与国道 209公路川
峁村相接，终点位于老牛坡村，路线全长 20.2公里，按
照三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 7.5米、路面宽 6.5米，采
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计划总投资 1607万元。三是有序
推进北堡乡小井沟至长城公路建设，该项目起点与国
道 209至老牛坡公路小井沟村相接，终点位于内蒙古
和山西交界的长城处，路线全长 6.354公里，按照四级
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 6.5米、路面宽 6.0米，采用水泥
混凝土路面，计划总投资943.1万元。

时值六月，正是农忙时节，塔
布赛乡旗下营村的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田边，种植户们三五成
群地聚在一起，正讨论着今年自
家地里庄稼的长势情况和遇到的
问题。

“你们看看我家的地种得咋
样？”一位种植户拿出手机，向身
边种植户展示着自家的庄稼视
频，视频里一排排玉米、一垄垄的
大豆迎风摇曳。“庄稼长势挺好，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套种地应
该咋除草，打除草药又怕庄稼减
产。”这位种植户皱着眉头同其他
人说。

正在这时，一阵农用车的突
突声打断了大家的聊天。原来是
市、旗两级的农业专家们带着引
进的“新”设备，来这里举行现场
会，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们解
决大豆玉米套种的除草难题。

“在最初落实推广大豆玉米
套种的时候，种植户主要的顾虑
就是大豆玉米套种除草剂如何喷
洒才不会导致减产。因为玉米是
禾本科植，物叶片为尖叶，大豆是
豆科类植物，叶片为圆叶，在喷洒

除草剂时不能一起喷洒。今天我
们引进回来的机器通过有效的遮
挡很好地解决了除草这个难题。”
土左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
瑞飞说。

内蒙古优腾农牧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鹏飞对记
者说：“每年的六月中旬，正是农作
物生长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
喷洒除草剂的时候，但是传统的喷
洒方式很容易造成交叉喷洒，从而
导致减产。今天农牧局的专家来
这里召开现场会，推广这种遮挡式
的喷洒方式，给我们提供了灵感，
我们只需要改装一下现有的农用
车就可以自己喷洒除草剂，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今年土左旗落实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套种任务的面
积是 4.7 万亩，为了更好地完成
任务，旗农牧局前期对种植户进
行了集中培训。在种植后期，工
作人员经常向有套种经验的专
家请教指导，并将各种技术通过
现场会的模式推广给种植户们，
让种植户对大豆玉米套种更有
信心。

和林县新店子镇多点发力
构筑乡村振兴人才链

清水河县今年投资9.8亿元
优化城乡路网结构布局

农技专家田间“问诊”
除草难题迎刃而解

●本报记者 刘慧慧 通讯员 高喆

本报讯（记者 苗欣）京蒙协作在助力内
蒙古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方
面成效显著，今年，我区将持续推进京蒙协作
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京蒙协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部署，把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摆在优先位置，全面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深化协作、健全体系、完善机制、
拓宽领域，克服疫情灾情影响，坚决守牢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各项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引进 97家北京市企业落地，共建产
业园区 51个，实施协作项目 905个，全年消
费帮扶金额突破百亿大关，实现农牧民转

移劳动力就业达到 7.1万人，其中脱贫人口
5.1 万人。深化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
我区脱贫旗县 468所学校、313家医院与北
京市属学校医院“一对一”结对，极大提高
了我区教育医疗水平。

2022年，我区持续完善京蒙协作长效机
制，创新工作举措，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

聚焦产业协作，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优化完善北京市企业来蒙投资优惠政策
和配套措施，搭建京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推
动北京市产业向内蒙古梯度转移，引入更多
的北京市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在共建产

业园区、共建面向首都的“绿色能源基地和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上下功夫，助
力内蒙古电力、马铃薯、牛羊肉等产品进入北
京市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聚焦乡村建设，打造示范试点样板。移
植推广北京市乡村建设领域规划制定、产业
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可复制
可推广的模式，融入我区乡村振兴建设。持
续推进京蒙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百村示范”建
设。

聚焦社会事业协作，持续推进“组团式”
结对帮扶。强化行业部门统筹，建立健全教
育、医疗协作工作体系，持续推动自治区、盟

市、旗县各级医院、学校与北京建立结对帮扶
关系。

聚焦稳岗就业，促进脱贫劳动力稳定增
收。继续采取产业园区吸纳一批、劳务协作
输出一批、帮扶车间安置一批、技能培训提升
一批、稳岗补贴稳定一批、公益岗位托底一批
等“六个一批”举措，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
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有效提升就业效果。

聚焦消费帮扶，畅通农畜产品进京销售
渠道。把推动脱贫地区发展、脱贫群众增收
与保障首都“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供给
结合起来，优化提升产业链，构建消费帮扶长
效机制。

京蒙协作助力我区乡村振兴加速度

“今年桃子的口感好，刚上市没
多久就卖完了。”新城区野马图村村
民周福忠难掩心中的喜悦。原来，
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他将原来
的开心形种植改为主杆形种植，并
进行了嫁接，不仅增加了桃子的产
量，桃子的口感也更好了。

进入 6月，野马图村采摘园的
瓜果即将丰收，村民们在科技特派
员的帮助下，对即将上市的瓜果进
行着精心打理，期待着市民的光
顾。

自从 2016年通过层层考试成
为科技特派员后，周俊峰就每天穿
梭在野马图村采摘园的各个大棚
内，帮助农户们解决各类种植问

题，带领村民们一同探索属于他们
的乡村振兴之路。

据了解，野马图村共有 401个
温室大棚，种植着草莓、樱桃、葡萄
等各类果蔬。通过在种植过程中
总结经验、引进适合本地种植的品
种、提升改进种植方法等方式，该
村的大棚果蔬产量稳步增长。

周俊锋表示，作为科技特派
员，他们会和村民一起，继续完善
种植品种、引进先进技术，逐步形
成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村民的种
植技能，将野马图村采摘业推向市
场化，帮助野马图村打造特色农业
产业，与村民共同描绘富裕富足的
乡村振兴画卷。

科技特派员实地指导
果蔬产量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杨彩霞 刘沙沙 通讯员 史洁

武川县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武自然资告字［2022］4号

宗地编号

武自然资挂2022-11

宗地位置

武川县金三角金山大街北、金山二路西

供地面积

平方米

117017.24
亩

175.53

土地用途

工业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

≥40

绿地率
（%）

≤20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40.3827

起始交易价
（万元）

1240.3827

竞价递增最小幅度
（万元）

15

地价款缴清时限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

备注

具体报名要求详见挂牌文件及宗地简介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武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
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委托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情况详见“附件：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宗地面积以实测
面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条件的，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可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交易采取挂牌出让方式，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挂牌起
始价。

四、本次挂牌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建设用地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文件》、《土地出让宗地简介》、《网上交易系统
用户手册》。

申请人可于 2022年 6月 24日至 2022年 7月
14 日在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
com）、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
简 称 交 易 系 统 ）（http：//110.16.70.81：8090/

trade-engine/trade/index）、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
易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ggzy.huhhot.gov.cn/）查
阅挂牌相关信息，登录“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http：//110.16.70.81：8090/trade-en⁃
gine/trade/index）”，点击“土地竞买”，在对应土地
资源详情中下载获取挂牌出让有关文件等。

五、申请人应当在2022年7月14日（出让公告
期截止日）16时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
行CA锁办理及企业诚信入库工作。首次登录交
易系统的申请人需进入互认平台进行认证，查看

《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册》操作流程，根据申请人

类型，办理网上报名、网上交纳竞买保证金（以银
行到账时间为准）等工作。

六、有意竞买者可自行前往地块进行现场踏
勘。

七、本次挂牌竞价时间自 2022年 7月 15日 9
时起至2022年7月28日15时30分止。网上交易
系统接受竞买人竞买报价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
月28日15时30分。

如果挂牌时间截止时仍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转入延时竞价，通过延时竞价系统进行报
价，确定竞得人。

八、特别提示
（一）申请竞买资格的截止时间和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均为2022年7月14日16时。
（二）申请人须使用CA锁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并及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交纳时
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交易系统自动颁发的

《竞买资格确认书》作为申请人参与竞买的有效凭
证。

（三）申请人的基本账户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代收代退竞买保证金的唯一账户。

九、本次公开出让公告、挂牌文件、宗地简介

等如有变更或补充，以原发布渠道发布的补充公
告为准。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5楼（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2号）
联系电话：0471—4669396
联系人：魏女士 张女士
附件：《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

本情况》
武川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6月24日

近日，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人员来到帮扶村武川县
上秃亥乡五家村，了解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看望驻
村第一书记，并为88户村民免费发放鸡苗1300羽、鸡饲
料300斤，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提升
了村民自身造血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杜占江 马钦 摄

发放爱心鸡苗

在托县大圐圙村，一摞摞白色的平菇菌棒在长长
的砖窑里整齐地摆放着，这些蕴含着大圐圙村无限希
望的小小菌棒，不仅解决了当地发展滞后的瓶颈，还
撑起了村民的“致富伞”。

为什么砖窑不烧砖，反而种起了平菇？
这孔建于1986年的砖窑，是全县目前唯一保存完

整的砖窑。2016年，因技术落后、生产粗放的砖窑再
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老砖窑正式“下岗”了。

砖窑停产后，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人均
年收入不足一万元。2021年，村支书王占平积极响应
乡村振兴号召，带着村“两委”班子四处调研走访，寻找
适合本村的产业。一次偶然的培训，他了解到砖窑低
矮、密闭、潮湿的环境很适合种植平菇，而且市场行情
稳定，投入少产出多，他立刻就想到了村里的老砖窑。
详细考察平菇的生长习性、种植条件和资金技术投入
后，村“两委”班子便大胆决定试验发展平菇产业，经过
修缮后，“下岗”砖窑自此走上了“再就业”道路。

万事开头难，启动资金成了第一个“拦路虎”。平
菇种植的初始投入比较大，和政府争取的启动资金远
远不够，村里第一步就是开始自己想办法筹钱，在村
支书王占平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努力下，摊子才算
支起来。之后，王占平便带着村民买菌棒，搞起了试
验点。功夫不负有心人，菌株不仅长出了一片片平
菇，每株更是重达 4.5斤左右，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一
鼓作气“甩开膀子”将菌棒增加到了3万株。

第一茬平菇长势喜人、产量最丰，每天能产一千
多斤，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销售途径，平菇积满

了整个砖窑，只好家家户户分平菇，吃了两个月“平菇
宴”之后，村民们也吃不消了。看着辛苦栽培的平菇
烂在砖窑里，王占平决定建冷库、买冷藏车，发动村

“两委”成员挨家店铺推送，实在不行就摆地摊卖……
但产出的平菇依然远大于销量，预估投入的资金也开
始出现缺口，王占平心急如焚。为了解决这些困难，
他找到了镇党委和县里的有关部门。经过多次沟通
协调，镇里最终决定以大圐圙村党支部为中心，组织
产供销链上的 14家党组织、龙头企业和社会服务组
织，成立“党建引领平菇种植产业发展共同体”，县乡
村振兴局和农商行负责资金保障，县工科局予以技术
支持，工商联和供销社则多方寻找销售渠道。一下子
解决了这么多问题，王占平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食用菌是高效农业，老砖窑面积 2400平方米，每
年可种植五茬菇，总产量 15万斤，年收入可达 45万
元。“平菇产量挺大，我们3个人专门负责平菇培育、采
收、装卸和出售等工作，每月能额外收入2500元呢。”
正在给菌菇喷淋的工人高元顺笑着说。

这些天来，“再就业”的老砖窑越发热闹了，砖窑
旁边正在建一座现代化大棚。“我们把向政府申请的
扶持资金全部都用在了建大棚和购置附属设施、机器
上，有了暖棚，硬件设备好了，冬天也能种平菇了，产
量和收益会更好。”王占平介绍道。

终于，老砖窑在乡村振兴的浪潮里华丽转身，启
发了大圐圙村进一步发展大棚化种植，推动平菇产业
逐渐步入现代化生产轨道，让平菇产业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平菇”，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废弃砖窑变身蘑菇棚 特色产业引领致富路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贾晓晔 邬宇皓

清水河县阳光玫瑰葡萄种植产业基地，目前共种
植有阳光玫瑰、夏黑两个品种葡萄，年可生产无公害葡
萄6万公斤，基地的建设及运行中重点雇用当地有劳动
能力的农民，年支付用工劳务费用40余万元，稳定务工
农户户均实现增收 1 至 2 万元。图为务工农户正在整
理葡萄藤架。 ■李海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