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力根苏木环绕锡林浩

特市城区，辖9个嘎查、2个居

委会，户籍人口1675户、4693

人，其中牧户987户、3469人，

占总人口的74%，是一个以蒙

古族为主体、以牧业为基础产

业的苏木。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

吉祥草原的幸福密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罗 霄

上图 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鸟瞰。

左图 宝力根苏木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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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牧民们在选购羊脂香皂牧民们在选购羊脂香皂。。

图图②② 巴彦淖尔嘎查巴彦淖尔嘎查牧民玛吉格老人牧民玛吉格老人。。

图图③③ 锡林郭勒草原锡林郭勒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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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总面积 20.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5
万人，其中农村牧区常住人口 37.12 万人，占总人口的
35.46%，牧民居住分散，间隔三四十公里才能见到一户人
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霍照良说，逐步进入
老年社会后，牧区养老业已成为草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按照盟委、行署“集中居住、养老育幼、政府扶持、多元运作”
的牧区养老服务工作思路，锡林浩特市探索出了一条牧区
养老新路子。

这一牧区养老模式采取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
轨运行方式，政府拿出495套廉租房作为牧区老年人进城
集中养老用房，拿出10套商业用房作为养老服务用房，建
设分户、居家型“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

占地2.85万平方米的园区位于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
街道办事处达布希勒特社区，总投资1.04亿元，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990张。2014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
用，现已入住495户828名老人，其中养老育幼158户，实
现70%的苏木镇老年人进城养老。

“以提高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为出发点，按照进
城养老兼顾育幼、陪读、就医的发展思路，坚持自愿、自理、
自助原则，采用‘政府扶持、企业运作、集中服务、分户生
活’的模式，建立适合牧区老年人需求、民族特色浓郁、功
能设施完善的牧民养老园区。”霍照良说。

“爱祺乐”牧民养老服务中心是由一家企业注册成立
的民办企业，承包经营园区，负责园区日常经营管理。与
入住老年人、经营业主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收取一定的房
屋租金、物业管理费，代收代缴水电暖费用，确保养老人员
有序入住、有序退出，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

园区属于非营利项目，政府在 3 年内将养老用房的
承包费全部返还用于养老园区大型维修、维护、运行及
物业管理等工作；3 年后，从养老用房承包费中提取适
当比例资金作为企业扶持补贴和物业管理费，以降低园
区运营管理成本。养老用房租金按照公租房收费标准每
月每平方米收取 6 元，政府为园区低保户按每平方米 2
元标准补贴房租，减轻了入住老人的经济负担。“养老服
务用房前 3 年免收房屋租金，仅需支付水电暖费用便可
经营创业，极大提高了牧民进城创业的积极性。”霍照
良说。

495套廉租房和10套商业用房的高效率使用，是锡
林浩特市政府去房地产库存的有力尝试，有效盘活了
现有闲置房源。同时，园区运营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进
入养老服务业，园区从业人员达 60 余人，促进了
养老与就业的结合。目前，全盟建成和在建园区
的养老床位总数达到 7472张，可满足 25%的牧
区老年人集中养老需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被誉为“天堂草原”的锡林郭勒
大草原，牧区从实行畜牧业生产大包干、包产到户，牲畜
作价归户、私有私养和草场分片承包，推行畜草双承包经
营责任制，到落实草牧场双权一制，饲养牲畜、经营草原
责权利统一，解决牲畜吃草场“大锅饭”问题；从京津冀风
沙源治理、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禁牧舍饲等生态
建设工程，到“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国家启动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以及牧区养老、助学、
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激活了
生产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锡
林郭勒草原畜牧业生产水平和牧民收入跻身全国前列。

牧民，让人羡慕的职业

记者走进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希日塔拉嘎查，在这
里，一批80后、90后年轻牧民正以全新的思路开拓畜牧业
生产经营新模式。

有“天堂草原”之称的锡林郭勒盟每年屠宰羔羊 500
万只，产生的近 1 万吨羊尾脂无法有效处理，成为牧民脱
贫致富的障碍和肉企难以销售的产品，既损害着牧民利
益，又威胁着传统大尾羊种群的存续和传统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

2014年7月份，32岁的布仁结束了8年在日本的学习
生活，带着博士毕业的妻子澈乐木格回乡创业。

澈乐木格依靠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按当时羊尾脂市场
批发价计算，一斤羊尾脂 5元，1万吨羊尾脂的产值仅有 1
亿元。如果做成手工香皂，按每公斤羊尾脂可生产 20 块
香皂计算，1 万吨羊尾脂可生产 2 亿块香皂，产值达 20 亿
元至 40 亿元，日生产 10 万块香皂就能带动超过 300 人
就业。

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做？夫妻俩立即注册成立了内
蒙古高雅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嘎查投资建设了
200 平方米厂房及 1000 平方米厂区，并注册商标“兰泊
尔”，以乌珠穆沁羊尾油为主要原料，参照国外配方，自己
研发生产出茉莉润肤皂、竹炭除螨皂、玫瑰养颜皂以及茶
树祛痘皂等多款产品，推向市场。

2017年3月份申请了第一项发明专利；7月份获得中
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得到 25 万元奖
励资金；8月份参加第四届“创青春”内蒙古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荣获现代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电子商务组二等奖……
当年纯收入突破50万元。2018年10月份，夫妻俩又开发
出第四代产品——草原羊脂皂和草原羊奶皂，产品迅速销
往全国，并出口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我家有 5450亩草场，400多只羊、30多头牛，1万多
平方米林子、12顶蒙古包，我把在日本东京都农工大学毕
业的弟弟乌力吉也叫回来了，让他创办了‘牧人之家’农家
乐，一年收入也有20万元以上。”布仁说。

苏木长浩斯巴雅尔向记者介绍，为推动畜牧业转型升
级，积极培育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合作社和家庭农
牧场培育，以股份合作、合同订单、保价收购、利润返还、收
益分成等方式，引导牧民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发展种养
大户，苏木专业合作社达到13家，家庭牧场7个。

从锡林浩特市往东驱车 30 公里，记者来到哈那乌拉
嘎查草原深处朝克巴特尔家。这位 46 岁的蒙古族汉子，
长期担任嘎查党支部书记。全家4口人，家庭承包草场面
积 8300 亩，租赁草场 4920 亩，是草原致富带头人。朝克
巴特尔积极响应上级“减羊增牛”号召，将家里 1500 只羊
全部出售，全力发展西门塔尔良种肉牛，目前牛的总数达
到103头，仅此一项年纯收入15万元，带头实现了保护草
场与增收双赢。

朝克巴特尔告诉记者，2006 年之前集体经济为零。
从当年开始嘎查创新思路，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
时，与天津鑫茂集团合作，嘎查占49%股份，合作开发建设
了锡林郭勒盟地区最大的“绿色大地”农贸综合批发市场、

鑫茂假日酒店、牧民创业园区等，解决了500多人就业，股
份公司保底分红100万元，实现了企业与牧民利益共赢。

养老，探索牧区新模式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搬进了砖瓦房，我和老伴还
有养老金、高龄补贴，看病能报销……这日子过得比蜜还
甜！”巴彦淖尔嘎查85岁牧民玛吉格说。

玛吉格家2018年新建了220平方米暖棚、150平方米
储草棚和 180 平方米羊圈。玛吉格老人的儿子刚苏格尔
告诉记者，这些棚圈都是通过国家惠牧项目建起来的，牧
户只承担30%的建设资金。

2016 年 9 月 15 日，玛吉格和老伴从牧区搬进了锡林
浩特市宝力根苏木“爱祺乐”牧民养老院园区。园长高娃
介绍，2014年市里将8栋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廉租房改造
成养老院园区，搬入了像玛吉格家这样的牧民 495 户，共
828人，园区内健身室、文体室、图书室、餐厅等一应俱全，
每天还有不同的菜谱，并免费提供洗澡、理发、洗衣等服
务。根据各家需求提供面积5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的住房，家具家电应有尽有，月房租仅300元。

玛吉格说：“住在这里很舒适，冬天温暖，夏天再回牧
区的家。现在牧区通了电，铺了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打开
水龙头就有干净的自来水。我现在每个月还有 600 多元
的养老金呢！”

高娃领着记者在园区参观，园区内设有老年大学、老
年体协，合唱、舞蹈、健身、器乐、棋牌、球类等各类文体活
动齐全。园区聘请心理咨询师、营养师、中西医师、传统推
拿等各行业专家，开展幸福养老大课堂、心理疏导服务等
活动，普及养生知识。园区医疗服务机构按一级医院标准
建设，服务面积 300 平方米，医疗服务人员 15 人，开展全
科诊疗、蒙医科等医疗服务，实施 24 小时服务制度，设立
值班服务电话。实施老年人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开
展术后及老年病康复工作，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的老人每季度回访一次，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干预指
导。园区为每位老人免费发放一键通手机，每年每人补助
话费120元，老年人发生紧急情况可按紧急呼叫键申请救

助，“6912349”呼叫平台即时显示老年人需要救助时所处
的地理位置及其个人、子女信息，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
的救助。

文明，绘就草原最美底色

“要颜值更要素质。”锡林浩特市委书记张锦明认为，
牧民们深处美丽的大草原，普遍文化程度低，生活随性，习
惯自由自在。“对此，锡林浩特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突
破口，在全市掀起一场‘文明风暴’。”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竞争中最具价值的金字招牌，
一座镌刻着文明烙印的城市，也必将是一座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城。锡林浩特始终把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抓手，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抓起，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使文明创建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
族群众，全力打造崇德向善、和谐宜居的全国文明城市。”
张锦明说。

张锦明介绍说：“在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锡林浩特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重点实施好‘七
项工程’，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市民生活更有品质。”其中包
括：实施强基固本铸魂工程，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实施文
明素质提升工程，营造健康向上人文环境；实施文明创
建品牌工程，增强城市凝聚力；实施环境秩序整治工
程，塑造城市良好形象；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
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实施利民惠民工程，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山清水
秀魅力锡林。

“宝力根苏木号召广大牧民从我做起、人人做
起，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健康家庭’‘妇女之
家’等创建活动，组织党员群众外出考察学习 30 余次、
1000余人次，举办干部、牧民各类培训班150余次、6000
余人次。”浩斯巴雅尔苏木长说。

浩斯巴雅尔告诉记者，如今在宝力根苏木，无论你走
在街上，还是在牧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如厕、说脏
话、打架、酗酒等现象基本看不到了。

改革开放40年来，内蒙古草原经

过京津冀风沙源治理、生态移民、退耕

还林还草、禁牧舍饲等生态建设工程，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牧

区养老、助学、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配套政策，以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极

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活了生产主体，

调动了广大牧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锡林郭勒盟草原畜牧业生产水平和牧

民收入跻身全国前列，草原基本恢复

了原貌，锡林郭勒大草原已成为真正

的“天堂草原”和“草原明珠”。

如今，“玩马”已成为一种时尚。目前，

越来越多的人到内蒙古草原“玩马”，同时吸

引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纷纷前往投资。其

中，科尔沁右翼中旗莱德马业成为国内市

场第一个获得大规模风险投资的马业公

司。2016年7月10日，“中国·内蒙古第三

届国际马术节暨‘一带一路’国际赛马邀

请赛”举行，莱德马业领养的爱驹“大谦世

界”夺得单场奖金最高50万元的新西兰纯血马公司杯冠军。

是什么让今日的草原变得如此令人向往，令人流连忘

返？答案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天堂草原”的“幸福密

码”，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富民政策让草原春风化雨，

葳蕤蓬勃，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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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牧 区 养 老 新 路 子
——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霍照良

本报记者 罗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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