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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沁营派出法庭巡回审判近百次

（上接6版）

为了做出成效，让牧
民们转变观念。朝格图和
员工们对租赁来的几十峰
瘦弱的母驼实施了精细化
养殖。针对骆驼爱啃食本
地花棒等灌木的习性，他
们在合理保护生态的同
时，采购基地周边种植的
花棒沙生灌木，粉碎加工
后作为骆驼的喂食辅料，
通过改善骆驼膳食结构，
既增长了母驼的膘情又提
高了驼奶产量。针对散养
的母驼繁殖时离群单独生

产时常会发生难产及流产
现象，开展了圈养环境下
的怀孕母驼繁殖试验，通
过人工干预，有效预防母
驼难产及流产问题，使母
驼繁殖成活率得到进一步
提高。与此同时，他们在圈
养中，又开展了驼羔早期断
奶试验。通过实验发现圈养
生产的驼羔不仅可实现早
期断奶，而且长势也较好，
降低了驼羔饲养成本并间
接提高了驼奶产量。

“通过基地一年多的
圈养运营，牧民们看到了

圈养的好处，观念也转变
了，很多都主动给我们打
电话要求把骆驼放在基地
圈养。”朝格图说。

额济纳旗苏泊淖尔苏
木伊布图嘎查牧民乌云其
木格是该旗有名的养驼大
户，养了300多峰骆驼，都
是散养的骆驼。去年年底，
在朝格图上门开导下，她
将20峰母驼租赁给了戈壁
明珠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驼奶产业基地。近段时
间，只要她有空闲时就来
基地看看骆驼的长势。

“我给基地租赁的都
是散养的野骆驼，母骆驼
都在怀孕期间，圈养起来
我一直不放心。现在我放
心了，大骆驼长得壮实了
也温顺了，刚下的小骆驼胖
乎乎的。这托养真是件富民
的好事情，不仅免费为牧民
喂养、驯化，还给1000块钱
的补助，我打算租赁更多骆
驼给基地。”乌云其木格抚
摸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小骆
驼乐呵呵地说。

驼奶基地通过积极、
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不仅

以租赁托养的形式构建起
了“龙头企业+农牧民”利
益联结机制，突破了骆驼
不能全舍饲养殖的传统观
念，为农牧民开展全舍饲养
殖积累了经验，实现了基地
和农牧民的互利共赢；还通
过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引
导农牧民走“放牧+补饲”
相结合的养殖路子，也为该
旗今后驼产业高端化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截至目前，额
济纳旗驼奶产业基地共圈
养母驼56峰，驼羔55峰，日

产奶量55公斤左右，月产
值近9万元，示范带动农牧
民30户左右，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下一步，驼奶产业基
地将围绕母驼膳食结构改
善、圈养条件下的骆驼养
殖，开展更多科学试验。在
积累更多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龙头企业+农
牧民’的租赁托养养殖规
模，提高日产奶量，对驼奶
进行精深加工，实现母驼
圈养和驼奶产业规模化发
展。”童建兵说。

实施骆驼舍饲托养促驼产业高端化发展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刘宏章 赵元君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10月15日，记者从新城区
人民法院了解到，今年以
来，新城区人民法院毫沁
营派出法庭立足审判工作
实际，积极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通过上门立案、诉讼
引导、实地勘查、就地开庭
等方式大力推进巡回审判

工作，截至目前共开展巡
回审判近百次。

10月9日，新城区法院
毫沁营派出法庭张晓飞法
官及干警来到新城区代州
营村开展巡回审判。住在
村里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争执不
下，闹起了离婚官司。张晓

飞法官考虑到双方当事人
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特意
将法庭“搬”到了代州营村
委会，开庭审理这场离婚
案。在庭前调解的过程中，
张晓飞法官耐心细致地听
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和他
们“唠家常、讲亲情”，最终
双方当事人的情绪逐渐缓

和，表示愿意接受庭外调
解。

据张晓飞法官介绍，
基层巡回法庭受理的大多
是法律关系简单明了但事
实情况较为复杂的民事案
件，对于这类案件，最有效
也是最有利于案件当事人
的处理方法，就是要深入

基层查清事实、协调纠纷，
这就需要基层法官多迈步
子，多走路，调查了解案件
事实，才能更好地化解矛
盾，为民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新城
区人民法院不断创新司法
为民、惠民措施，把人民的
呼声和需要作为加强和改

进人民法庭工作的重点，
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加
强和改进人民法庭工作的
标准，积极探索新时代人
民法庭职能定位，紧贴基
层群众需要，打通了法院
司法为民的“最后一公
里”，让群众有更多的司法
获得感。

一驾驶员酒驾被扣12分罚款2000元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本以寒气袭人的清晨，

交警没有上班，喝了酒的王某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知
法犯法。结果被警察抓个正着，受到扣12分、罚款2000
元、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

10月16日6时40分许，阿拉善盟右旗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警开展交通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中，在
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行进中的“美亚牌”轻型货车的
驾驶人眼神飘忽，神情紧张，遂对该驾驶人进行酒精
测试，测试后发现该驾驶人属于饮酒开车，该驾驶人
对自己行为供认不讳，在现场还反复追问交警“你们
不休息吗，你们没睡觉吗，你们不累吗”？清醒后，王某
对自己的酒驾行为后悔不迭，并表示自己抱着外面喝
了点酒，大清晨不会有交警检查的侥幸心理，准备回
家停车，没想到却落了个“钱”“证”两空的结局。

“快来看，快来看，吕某
被警察抓走了”！今年9月下
旬，当民警将吕某从家中抓
获时，村民拍手称快。

2017年5月，五原县城
郊派出所民警在隆兴昌镇
浩丰村走访时，有多名村民
向民警反映，村内有个“霸王”
老头吕某，做事蛮横粗野，毫
无顾忌，因为他当时已经74
岁，人人顾虑与其争执有闪
失，处处忍让。这让吕某越发
蛮横，时时处处欺凌他人。其
中有村民反映，2016年初秋，
吕某私自把村路霸占为自家
院落，用石头、网围栏、木棒等
堵住道路，致使邻近村民无
法通行。多名村民上门与其
理论，均被辱骂威胁驱赶出
门，镇村社领导多次前往解
决，都遭吕某辱骂拒绝。

民警上门与吕某见
面，指出其违法行为，要求
其马上疏通道路，但是没
想到，吕某竟然公然抗拒
执行，甚至叫嚣：“谁敢动
我，我就死给谁看，哪个有
本事来碰碰我？”《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21条规定：年满70周
岁以上的违法嫌疑人应当
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
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吕某
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
敢于嚣张的。民警暂时撤
了出来，开始调查搜集吕
某违法犯罪事实。

没想到这一调查，吕
某更多的恶行相继暴露。

2015年7月7日，吕某以
邻村张某现耕种的地是他
二轮土地承包之前的原承
包地为由，用镰刀将张某约
半亩地葵花拦腰砍断。见张
某不敢对自己怎么样，7月
11日，又用镰刀将张某约
0.6亩地玉米葵花砍断。当
日，吕某变本加厉，又用农
药将张某家约2亩葵花喷洒
致死，经五原县价格鉴定中
心鉴定，损失达5619元。10
月21日，五原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因此立案侦查，吕某因
故意损害财物罪被刑事拘
留。后五原县人民法院判决
吕某缓刑，赔偿损失，吕某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至今
未赔偿张某任何损失。

2017年秋天，吕某在自
家房后的村水泥路旁，放了
一块大石头，村民车辆进出
很不方便。有很多村民找吕
某沟通，吕某蛮横无理，扬
言谁搬石头打死谁，致村民
敢怒不敢言，此后村社干部
多次调解无效。

2018年春浇，吕某不
听村民劝阻，不顾社长管
理，为方便自家菜园浇水，
私自从衬渠开口，形成漏
洞，致使衬渠损坏，该渠段
至今无法使用。

2018年6月2日，吕某与
邻居赵某某发生争执，不仅
打砸了赵某某家四轮车，还
将赵某某的房屋玻璃打烂。
赵某某拦阻时，吕某又拿起
木棒把赵某某打倒在地。

2016年、2017年、2018
年，吕某连续3年拒绝缴纳水
费，还要占用村民用水资源
优先浇地，不管谁劝阻，换来
的都是吕某的辱骂和威胁。

在民警调查中，群众纷
纷要求铲除村霸吕某，但是
又顾虑公安机关“不敢出
手”，自己举报被吕某得知反

而被报复，所以在取证期间
几经周折。特别是在吕某横
行乡里的3年中，被害人都选
择了忍气吞声没有报案，致
使吕某越发毫无忌惮。

近日，当民警将案情汇
报到五原县政府副县长、公
安局长王平处时，王平掷地
有声地讲道：“村民们一直生
活在吕某欺压的阴影中敢怒
不敢言，这是对政府公权赤
裸裸的对抗，是对法律公然
的藐视！不对他强力打击，我
们怎样面对无辜的百姓？不
对他强力打击，就是我们公
安机关的失职！”

9月21日，在确定吕某
犯罪事实铁证后，五原县
公安局城郊派出所、五原
县刑警大队10余名民警组
成的抓捕组直入吕某家
中，将其当场抓获。在抓获
吕某初始，吕某仍然不相
信公安机关敢动自己，气
焰嚣张地威胁抓捕民警。
等民警给吕某戴上手铐，
强行带上警车时，吕某才
反应过来，这是要“来真
的”了……

命悬一线 包头交警7分钟送患者就医
新报包头讯（记者 解裕涛 王树天） 10月15日

中午，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载有交通事故受伤患者的
急救车辆从五原县赶往包头市第一附属医院救治，车
内伤者伤情严重，命悬一线。包头市青山区交警岗勤
二中队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展开绿色通道救助，从高
速出口到医院20多分钟的路仅用7分钟到达。当日，二中
队中队长樊国栋了解情况后，立即指挥调度民警沿线给
予绿波放行，并指令中队第六警务区警、第七警务区警长
驾驶警用摩托车，在民东高速路口等待进行救助。急救车
辆于14时21分到达高速口，民警便接过了生命的接力棒，
沿途一路开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程仅用7分钟进
入包头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将患者送往急救室，为救治争
取到最短的时间。目前，患者正在救治中。

横行乡里 五原县一75岁村霸被刑拘
文/本报记者 白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