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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清晨扰民的
“鞭响”消失了
扎赉特旗社会治理指
本报讯（王越）近日，
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旗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平台上接到一条群众诉求，反映最近在音德
尔镇音德尔第四小学西墙外，华天安居南侧，
每天早晨六点二十左右都有几个人甩鞭子锻
炼，声音很大，十分扰民。该群众联系了几个
部门反映情况却没有找到最终负责部门，故
在平台寻求帮助。
因噪音扰民关系到多个部门，
社会治理指
挥服务中心组织召开了事件协同联动处置会
议。旗委编办、
公安局、
生态环境局、
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分管领导及旗法制办专职律师参
加了会议。社会治理指挥服务中心主任钟学
立就噪音扰民事件进行了说明，各部门围绕
自身职能对事件处置提出了具体意见。经讨
论决定，由公安部门对扰民的个人进行口头
劝诫，纠正扰民行为，若其不听劝阻，则由生
态环境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安局联合
调查，
并依法依规处置。
在民警对涉事人员进行劝阻后，
涉事人员
同意更换锻炼地点。清晨扰民的“鞭响”终于
消失了。

困扰居民的垃圾
“搬家”了
本报讯（记者 于天宇）乌兰浩特市铁西街
先锋小区居民因自家楼前被堆放建筑垃圾而
苦不堪言，经乌兰浩特市社会治理指挥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与所在小区物业公司沟通，半
个月来困扰居民的难题得以解决。
孙老先生夫妇家住先锋小区某栋一楼，
他家前面便是生活垃圾存放点。可不知是谁
家装修，将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了生活垃圾
存放点，半个多月无人问津，导致周围非常脏
乱，这让老两口非常苦恼，他们便把情况向女
儿说明，
希望能联系相关部门帮忙处理。
随后，
孙老先生的女儿便将情况反映到乌
兰浩特市社会治理指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志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先锋小区的物业
公司，建议由物业工作人员出面找到装修居
民，
协商建筑垃圾清运事宜。物业公司与装修
居民达成协议，由居民家出资、物业公司出垃
圾清运车将建筑垃圾运至指定地点，困扰孙
老先生一家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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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生态资源 护航绿色发展

治理前沿
开栏语：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
环，我盟已在全区率先启动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建设。即日起，本报特别开设
“治理前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专栏，刊登我盟各旗县市社会治理指挥服
务中心所处理的事件案
例，其中包括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
育、食品安全、道路交通
等 问 题，增 强 读 者 对 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管理
模 式 的 了 解，并 为 群 众
扫描二维码
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了解诉求渠道
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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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盟法院民四庭推进环资审判工作侧记
□记者 王敏
当你在花海徜徉时，
当你感受草
原的绿野无边时，请不要忘记，有这
样一群人，正在用真情守护那片绿
色，用法律涵养那方净水，他们就是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
庭的法官们。为守护好我盟的生态
环境，民四庭紧紧围绕服务和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目标任
务，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
理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案件，全力
推进公益诉讼工作。日前，兴安盟
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荣获第六届自
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
号。
立足环资审判 助力绿色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是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
对于提升生态文明治理的法治化水
平，保障和促进绿色发展发挥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在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内，清脆的法槌声响起，法院对郑某
与赵某在位于扎赉特旗的内蒙古图
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以掏
鸟窝的方式狩猎蒙古百灵幼雏一案
公开开庭审理。
）在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支持和配合下，全力推进公益诉
讼工作，引导社会提升环保法治意
识，合力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兴安幸福家园。
2018 年 6 月 至 2019 年 5 月，被
告人郑某与被告人赵某在内蒙古图
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以掏
鸟窝的方式狩猎蒙古百灵幼雏 7 次，
捕 猎 蒙 古 百 灵 幼 雏 20 只。2019 年

10 月 23 日，
扎赉特旗人民法院以非
法狩猎罪，判处郑某拘役六个月，缓
刑一年；判处赵某管制六个月。兴
安盟检察分院认为，两名被告人非
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
重，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野生动物
资源损失费用，故向兴安盟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四庭对全盟首例环境资源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首
次采用 3 名法官与 4 名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庭审中，人
民陪审员参与事实认定，发表意见。
公益诉讼起诉人兴安盟检察分院与
被告人达成调解意向，由两名被告
人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6 万元，
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打造“青山 + 替代性修复”环资
审判亮点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始
终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于环资案
件审理全过程，
统筹适用刑事、
民事、
行政责任，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修
复生态环境的核心功能，
落实“谁污
染谁治理、
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
教
育、
督促修复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修
复义务，
开展了全盟首例公益诉讼增
殖放流活动，
倾力打造“青山 + 替代
性修复”方案，对滥伐林木、非法猎
捕、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环境污
染等破坏环境资源后无法彻底修复
的案件，
引导当事人采取异地补植树
木、
营造动物栖息地方式进行替代性
修复，
将惩罚犯罪与生态保护有机结
合。
2018 年，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与盟林业局选定 1000 亩宜林土地
建立“兴安盟司法生态修复基地”
，
引入专业市场主体进行造林和管
护，用于植树造林，集中实现替代性
修复，目前已完成 200 亩造林养护
任务，其中 120 亩栽种松树，
80 亩为
观赏类灌木丁香和榆叶梅。在审理
案件的同时，注重实际执行以及回
访，确保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落实到
位，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为绿色兴安生态、兴安建设提供优
质的司法服务。2018 年以来，民四
庭审结环境资源类案件 470 件，指
导辖区基层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 17 件，在已审结 15 件案件中，
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
求，推动我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让绿
色兴安的蓝天更蓝，
青山更青。

胡尔勒镇：
打造村集体经济 激发乡村活力
□记者 于舰勐
1 月 8 日，记者驱车来到扎赉特旗胡尔
勒镇浩斯台嘎查，
浩斯台嘎查村路两旁的院
墙整齐划一、砖瓦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平
坦且干净。在前往塔莱花农牧业专业合作
社的路上，
“哞哞哞”的牛叫声此起彼伏，
刚
走进大门，
只见脱贫户白玉林正熟练地把饲
料倒进食槽，
一大群西门塔尔牛瞬间便围了
过来，
吃起饲料来。
浩斯台嘎查党支部书记龚留喜介绍说，
浩
斯台嘎查在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同时，
采取
“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发展模式，
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以塔莱花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
2019 年，
嘎查投入集体经济资金 130 万元，
与塔莱花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经营，
采取
“党支部 + 合作社”模式，
由合作社新购进 65 头

西门塔尔基础母牛、
2 头种公牛，
与合作社原有
的 135 头牛共同在养殖小区内集中舍饲养殖，
现养殖小区有西门塔尔牛 200 余头，
每年可以
为浩斯台嘎查创造集体经济收入 13 万元。还
能提供 4-5 个就业岗位，
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白
玉林就是在这里打工，
每年可以增收 4 万余元。
另外，嘎查还投入 40 万元集体经济资
金，与 4 户养殖大户合作，购买了 200 余只
小尾寒羊和 200 只本地羊一并在养殖小区
集中舍饲养殖，
每年为浩斯台嘎查集体经济
增收 13 万元。通过基地的舍饲养殖，改变
传统的粗放型畜牧业养殖模式，
在提高了养
殖效益的同时，
引领和带动当地群众走舍饲
圈养、
舍饲精养的畜牧业发展之路。
而胡尔勒镇查干珠日和嘎查通过打造
森林小村，使人居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村
民们的幸福指数逐渐攀升，
嘎查走上了生产

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道路。
2020 年初，
查干珠日和嘎查被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认定为国家级森林乡村。
据查干珠日和嘎查党支部书记关和气
介绍，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思路，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将生态
保护贯穿嘎查发展建设过程中。从 2017 年
开始，通过荒山造林、村屯绿化等举措逐步
打造森林小村，带动了乡村旅游，果树采摘
园、
渔家乐等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通过整合生态资源，放大经济效益，培
育富有特色的生态产业，
在打造乡村振兴样
板村的同时，
查干珠日和嘎查立足实际结合
当地自然环境，
精心打造了 450 亩的果树采
摘园，
打造经济林，
从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从果木上见效益，提升果园景区档次，每年

林果业可实现收入 5 万元以上。同时发展
林下经济，
林下间作中药材 200 亩，
4 年后每
亩预期收入 6000 余元，总收入 120 万元以
上。还有 2.6 万平方米的鱼塘等旅游观光
产业，
和正在建设的展销一体的奶制品加工
厂，
多方位、
多角度展现民族传统特色，
有效
带动当地群众学技术、
促就业。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提升农村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保障，
是引领农民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必由之路。现如今，胡尔勒镇下辖的 10
个嘎查村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都在 25 万
元 -60 万元。下一步，
我们将因地制宜充分
挖掘当地特色，抓农村产业提升，将特色产
品形成品牌，在现有项目上延伸发展，提高
产品附加值，扩大规模，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
”胡尔勒镇党委书记吴胡格吉勒图说。

把关爱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记者 王敏
内蒙古能源发电兴安热电有限公司是
乌兰浩特市城郊办事处环山社区的契约共
建单位，他们不单单签下了“契约”
，还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承诺！日前，
蒙能兴安热电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党员与环山社区党支部书
记高桂平主动联系，想为社区的孤寡老人、
低保户等群众检查安全用电问题。高桂平
了解情况后，
马上与社区相关工作人员找出
需要帮助的居民。
随后，蒙能兴安热电有限公司的党员
来 到 社 区 居 民 家 中，快 速 地 投 入 到 了“工
作”中。为贫困独居老人冯香兰家更换了五
孔插座和照明开关；为 90 岁的抗美援朝老
兵石海清家更换了 4 个插座、
2 个开关；为

99 岁老人时金海家更换 2 个开关、一个插
座……蒙能兴安热电有限公司的党员们细
心地拿着工具找问题、换插座，不漏掉一个
有问题的地方。老人们感激地说：
“换了新
插座、
新开关，
以后用电就不怕漏电了，
谢谢
你们啊，小伙子。
”此次的暖情之举，党员们
用实际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贴心的服务和满
满的关心关怀，
把温暖送到了贫困群众的心
坎上。
记者手记：
更换电源插座、
开关，
检查电路
过载问题，
这些看似小事，
但却都是群众的心
头大事，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面对这些问题，
蒙能兴安热电有限公司党员发挥自身优势和
模范带头作用，
主动为社区的孤寡老人、
低保
户、
抗美援朝老兵等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
用
他们的真诚服务为居民开启幸福生活！

管道被“复位”
家里热乎了

踏雪巡边保平安

供暖成为群众最
本报讯（王越）寒冬时节，
关心的问题。近日，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来到
乌兰浩特市社会治理指挥服务中心反映自家
供暖问题。
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后得知，
老人在房子装
修时，家人自行改造了暖气管道，结果把供水
管接到回水管上，回水管接到了供水管上，导
致家中无法正常供暖，
故来此寻求帮助。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到老人诉求后，
立即
联系了相关供暖企业进行协商处理。最后达
成一致，供暖企业负责为老人家里重新改造
管道，相关材料由老人提供，考虑到老人的经
济状况，
企业也降低了施工费用。在改造过程
中，因施工涉及到邻居家的地下室，邻居不同
意在自家地下室动工，
管道改造被迫中断。为
使老人家里尽快恢复供暖，供暖企业负责人
员联系了物业公司，与其协商更改管道路线，
使管线从楼道通过。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调
解和施工改造，
老人家里恢复了供暖。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戍守在中蒙边境的
兴安边境管理支队伊尔施边境派出所民警和“雪城义
警”治安联防协会队员深入边境一线，
采取车巡、
步巡
的方式进行巡逻踏查，加强对冬季前沿空旷地带的管
控力度，有效掌握边境前沿情况，确保辖区平安稳定，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包青松
韩志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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