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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我的入党故事

新闻

杨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王越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幸福嘎查
有这样一位青年，从走村串户收购粮食，
到成立水稻种植合作社，再到成立米业
公司，他一步一个脚印，成为远近闻名的
致富带头人，带领父老乡亲共同创造幸
福生活。他就是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杨泉，一位自强不息的创
业者，一位坚守初心的共产党员。 

今年 36 岁的杨泉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二代”。在他 13 岁时，父亲去世，
他和两个姐姐跟随母亲长大。“在成长
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来自政府和社会
的资助，是共产党让我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我始终心存感激。”杨泉说。 

少年时期的经历造就了他自强不息
的品格。头脑灵活的杨泉 18 岁就开始

走村串户收购粮食，凭着敢想敢干、敢拼
敢闯的劲儿，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足迹遍
布全国十多个省市，而他也从不起眼的

“粮贩子”变成远近闻名的粮食经纪人。 
2013 年 1 月，杨泉实现了他自小埋

藏在心里的愿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作
为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家乡
人民共同致富。”杨泉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在从事卖粮运输的过程中，他
逐渐意识到单打独斗难有大作为，一直
琢磨着凝聚力量、抱团闯市场。2014 年
春天，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杨泉成立了富
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形成“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产业链模式，从黑龙江省
五常市等地引进水稻优良品种，当年发
展水稻联户基地 300 亩。“我们合作社以
成本价向农户提供水稻良种，并免费进
行技术指导，再以高于市场价 1 毛钱的价

格进行收购。”杨泉介绍道。合作社不断
做大做强，让入社的农户尝到了增收甜
头。如今，加入合作社的订单农户已发展
到 50 户，水稻联户基地 2000 亩。 

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5 年，
杨泉成立了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2017 年晋升为市级“龙头企业”。公
司生产的大米成功打入乌兰浩特市区
17 个超市、21 家饭店，更远销到华南、华
中、西北等地的十几个城市。2019 年，
双特米业成为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产品
指定供应商。 

作为创业者，杨泉是成功的，但更为
可贵的是，他始终把扶危济困、带领村民
致富当作自己的责任。“我前进的每一
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党和政
府的帮助与扶持，所以当我有能力后，就
应该回馈社会。”杨泉说。 

除了通过合作社和企业帮助村民增
收外，杨泉又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脱贫
攻坚上。幸福嘎查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63 户。自 2017 年开始，杨泉每年为
63 户贫困户免费提供化肥，并优先回收
贫困户的水稻。对于村党支部分配给他
的 2 户帮扶户，没钱种地的，杨泉就自己
出钱给他们买种子、化肥；缺劳力的，杨
泉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插上秧、种上地。
对于其他贫困户，只要力所能及，杨泉都
主动帮忙，从不推脱，尽心、尽力、尽责帮
助村民解决困难。 

2018 年，杨泉被评为全盟优秀创业
带富党员。“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合作社和企业的负
责人，我会继续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继
续为嘎查发展助力，带领更多村民走上
致富道路。”杨泉语气坚定。

让爱无障碍

为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乌
兰浩特市城郊办事处兴北社区
近日组织开展“挑战自我 共享
康乐”残疾人趣味运动会。运
动会设置了象棋、跳棋、羽毛球、
篮球等 4 个项目，激发了残疾人
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
性，展现了残疾人积极进取的良
好生活状态。            王越  摄

我帮你进行时·我帮你办实事
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车管所嘉尧公安交管社会服务站

解决百姓实际需求便民利民
本报讯（记者 王敏）“以前办外地车

转入手续得开车 20 多分钟到乌市公安
局交巡大队车管所办理，现在到嘉尧公
安交管社会服务站办理外地车转入手
续，路途只需 2 分钟的时间，非常方便，
少了奔波之苦。”近日，乌市嘉尧二手车
交易市场商户马女士对记者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乌市公安

局交巡大队车管所在嘉尧二手车市场成
立了嘉尧公安交管社会服务站。服务站
受理业务以来，既方便了嘉尧二手车市
场商家、客户以及周边群众办理业务，也
减轻了车管所业务大厅的压力，提高了
车管所业务大厅的办事效率，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嘉尧公安交管社会服务站切实实现

了二手车交易“一站式”办公服务，免去
群众排队等候的烦恼，尽享轻松便捷的
车驾管服务。据了解，该服务站可办理
二手车转入、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驾驶
证、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补换领登
记证书、补换牌证等业务。乌市二手车
车商于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在二手车市
场交易后可以到就近服务站办理二手车

过户及车辆转入等业务，真是省了不少
时间。”

据悉，嘉尧公安交管社会服务站将
继续拓宽渠道，扩大服务站的业务办理
范围，完善各项服务功能，满足二手车市
场内外广大商家、群众车辆办证、上牌需
求，努力把服务站打造成为老百姓解决
实际需求的便民、利民服务站。

巡回法庭进乡村  庭前调解化纠纷
□记者 王敏

6 月 4 日，突泉县人民法院水泉法庭
在突泉县水泉镇水泉村村委会设立巡回
法庭，在原告陈某所住村公开审理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
下，当事人双方最终达成了庭前调解协
议。

2020 年 12 月 30 日，张某因生活困

难向陈某借款 7000 元，未约定还款时间
及利息。后陈某向张某索要借款，张某
以无经济能力偿还为由推脱不给。原告
陈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水泉法
庭，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

了解情况后，法官组织双方进行庭
前调解，与村党支部书记坐在一起细心
倾听了诉争双方的诉辩意见，全方位了
解案情始末，分析本案诉争焦点，随后在

村干部的配合下，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
通。最终原、被告同意各让一步，达成了
调解协议。至此，两位村民的借贷纠纷
终于顺利调解。

据悉，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
学习教育中，突泉县人民法院水泉法庭
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将司法

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
记者手记：从矛盾的化解到经济纠

纷的调处，巡回法庭通过灵活、能动、便
利的方式，选择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
村委会组织双方当事人陈述是非曲直、
辨法析理，进行普法宣传，弘扬社会正
气。通过送“法”上门，让公正更加高效，
公开更加透明，真正做到“法官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的人性化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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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亮

“这园子这些年种什么都没有种辣椒收入好，这得感谢党啊，
带领我们奔小康。”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长发村的李兰芹望着栽种
好的 10000 棵辣椒秧苗发自内心地激动。

走进村民李兰芹家，整齐的房子、干净的院落，庭院中栽种的
都是辣椒秧苗。李兰芹家已经种了两年的辣椒，今年种植辣椒
10000 棵，预计产量达到 12000 斤，毛收入最低可达到 15000 元。

按照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助力庭院经济发展要
求，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音德尔镇长发村积极引导全村妇女
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特色种植产业，有
效发挥了一批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全村村民增收致
富。

2020 年，长发村与洮南农产品公司联系发展辣椒产业，鼓励
广大妇女群众种植辣椒，从秧苗购买到扣膜灌溉，从种植指导到
签订回收订单，均由村上协调办理，最大程度保证农民的利益，让
大家利用好“方寸地”，增加“大收入”。

从 2020 年动员的十几户到今年大家主动种植的二十几户，
村干部及村妇联主席多次入户宣传动员，向群众讲解种植辣椒美
化庭院的同时还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利益，让群众充分认识到辣椒
产业的良好前景。目前，今年的辣椒秧苗已经全部栽种完成，后
续村里将继续与农产品公司跟进各户种植情况及施肥指导等，确
保农民增产增收。

庭院经济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更是农民致富的门路。近
年来，音德尔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改善人居生产生活环境作为出发点，采取“三依托”，把发展“庭
院经济”与乡村环境整治相结合，着力打造一批庭院经济示范村
和示范户，切实实现“群众富、环境美”目标。

扎旗好力保镇

掀起党史学习热潮
本报讯（张曙光）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在完成
规定动作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宜本镇的
自选动作。力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实现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使党史学习教育走入基层，走
进心中，既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也获得
人民群众认可，营造党史学习氛围，掀
起党史学习热潮，好力保镇除利用常
规宣传条幅、宣传画外，通过在镇政府
院内搭建一面党史教育宣传墙，在镇

区内建设党史学习一条街，在 30 公里
自行车赛道设立一个党史教育打卡
点，在五道河子村党支部打造一个党
史教育长廊，在各村社区布置一个“村
村响”小喇叭宣传窗等方式方法，把党
史学习教育从“会议室”搬到“家门口”。

通过多样宣传方式，让党的思想
条条入目、声声入耳、句句入心，让广
大农村群众“眼睛有看头、耳朵有听
头、走路有劲头、农闲有学头、生活有奔
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

扎旗新林派出所

为加油站追回油款
本报讯（常阿日木扎）近日，扎赉

特旗公安局新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
区某加油站员工张某某求助称：一辆
挂车加完油后未付款便离开了，请求
民警帮助寻找。

接到求助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通过询问当天值班加油员和
查看视频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并确定
该司机确实未付钱便离开。民警通
过多方努力，查询到该车辆车牌号信
息，并最终与该男子取得联系。得知，

原来该司机张某当时因着急回家，一
时忘记付款，他对自己的粗心大意造
成的后果深表歉意，并通过微信支付
了 1500 元油费。

派出所民警介绍，对此类事情，
民警将利用多种证据进行鉴别，属于
恶意逃费的，将严厉打击与惩戒；属
于一时疏忽并补交相关款项的，给予
严肃批评教育；对多次被举报存在此
类行为的，将按照相关规定综合追究
其法律责任。

好森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禁种铲毒”宣传活动
本报讯（许博涵）为预防和打击

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法犯
罪活动，阿尔山市公安局好森沟边境
派出所结合辖区地广人稀这一实际
情况，近日组织本单位民警、辖区雪
城义警开展“禁种铲毒”宣传活动。

民警联合雪城义警召开“禁种
铲毒”动员部署会议，讲解了此项工
作开展的必要性，明确了工作重点
和任务分工。随后，民警带领雪城
义警深入辖区野外生产作业点，通
过采取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等

方式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种类及
罂粟原植物辨别知识，教育引导辖
区群众自觉抵制，鼓励广大群众积
极举报非法种植毒品的行为。同时，
民警到辖区曾种植过罂粟的区域进
行地毯式搜索，勘察有无自然生长
现象发生。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法治观念和“禁种铲毒”意识，为
有效遏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奠定
了坚实基础。

新闻集锦

广告

售 门 市
龙珠新城三期 206 平方米商业门市，赠

本房地下室，地理位置佳，一手房，直接网

签，市场成交价每平 13000 元，现 11500 元，

可做生意、可投资。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248288662

广告 广告
广
告

科右前旗纳兰雅居售楼处
招聘售楼员若干名
男女不限，年龄 38 岁以下，高中及

以上学历，形象好气质佳，善于沟通，
热爱销售行业，工作热情，有意者电话
咨询，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3190962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