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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物4

新年伊始，全国陆续
进入地方“两会”时间。1月
25日、26日，内蒙古自治区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和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先后
召开。寒暑易节，各位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再次汇聚
到一起，为内蒙古的发展
建言献策。1月23日，来自
伊利集团的人大代表赵子
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这次带来了推动乳
业品质升级的建议。其中，
他特别提到伊利将在土左
旗建设健康食品产业园，
打造“五个世界一流”，助
力产业兴农、区域发展并
推动乳业品质升级，让百
姓感受发展红利。

这是从事乳业技术研
究工作的赵子夫第二次参

加自治区人大会议。过去
一年里，赵子夫结合本职
工作、行业趋势进行了思
考，这次带来了《关于推动
乳业品质升级，提升内蒙
古自治区全球乳业影响力
的建议》。众所周知，内蒙
古是中国最大的草原牧
区，处于世界黄金带上，还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内蒙
古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
上有天然的优势。同时，内
蒙古还有伊利这样亚洲第
一的乳企，很有产业优势。
但放眼全球，乳业竞争非
常激烈，如何进一步提升
自治区乳企的全球影响
力，让中国乳业更具竞争
力？赵子夫认为，不断推动
乳业品质升级是其中的关

键。“对此，我提出了3点建
议：一是以国际化乳产业
集群建设来提升品质保障
能力，比如建设乳制品行
业的产业园区等；二是通
过打造世界级乳业创新中
心，实现品质的不断升级；
三是以全球领先的乳业标
准化建设，掌握品质话语
权。”赵子夫对记者说。

在被问及通过“国际化
乳产业集群建设”实现品质
升级有什么具体措施时，赵
子夫提到了伊利正在规划
建设的健康产业园。打造产
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布局的
重要形式，国家也很重视。
伊利结合自治区实际情况，
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关于打造“中国乳都”升级
版的若干意见》，计划于

2019年在呼和浩特市土左
旗投资建设以乳业为主的
健康食品产业园。在赵子夫
看来，这不仅是推动健康食
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
也是为呼和浩特西部城区
一体化出力。

据悉，伊利结合党和国
家的政策，未来将与土左旗
委和政府携手，实施“五个
世界一流”项目样板工程：
一是通过打造世界一流的
种养一体化示范区及健康
食品产业园区，高水平打造
产城一体化发展示范工程；
二是通过打造世界一流示
范牧场，高水平打造新型农
牧业产业化发展示范工程；
三是通过打造世界一流产
业兴农示范村，结合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

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示范工程；四是通过打造世
界一流万亩优质苜蓿示范
基地，高水平打造草产业发
展示范工程；五是通过打造
世界一流高品质营养供给
体系，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高水平打造消费者满意
示范工程。赵子夫说，伊利
希望通过打造“五个世界一
流”，让当地百姓实实在在
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作为乳业龙头，伊利
将实现产业兴农视为响应
党和国家政策、承担社会
责任的题中之意，也是其
建设产业园的初心。在落
实产业兴农、建设产业园
的过程中，伊利求精求准，
努力找到实际可行的路
子。对此，赵子夫举例说：

“比如，在建设产业园的过
程中，伊利会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通过合作发
展等精确方式，组织农牧
民加入产业链、自愿流转
土地、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激发他们的生产热情，解
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实现
稳步致富。”

可以想见，伊利的健
康食品产业园未来会极大
提升内蒙古在全球乳品行
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
有助于呼和浩特市实现

“中国乳都”升级的远景目
标。伊利也将在这个过程
中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发
展，从而提高我国健康食
品行业的质量和发展水
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来自伊利集团的人大代表赵子夫：建设健康食品产业园，让百姓感受发展红利

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
公诉、惩治犯罪，是强化法
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
角色。在呼和浩特的检察
官队伍中，有这样一名女
检察官———她做事干练、
为人谦逊，脸上始终挂着
天使般的笑容，她不仅出
庭办理了内蒙古自治区第
一例、全国第二例检察机
关提起的行政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还获得了“全
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
她，就是呼和浩特市人民
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的
副处长白静。

参加工作8年来，白静
一直以严谨细致、为民务实
的工作作风坚守办案第一
线，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
检察官的责任和担当。

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1月21日，像无数个清
晨一样，身着干练的藏青色
检察制服的白静走进呼和
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她站在
楼下习惯性地抬头仰望、凝
视国徽数秒，然后才进入大
楼，开始忙碌的一天。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检察官，我宣誓：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
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白静清晰地记得
自己刚刚成为检察官时庄
严宣誓的情景，那一刻内心
的震撼和感动，成为了她
日后工作的无限动力。

2018年11月27日，庆

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
年暨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

“双先”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白静被授予‘全国模范
检察官’荣誉称号。全国检
察系统中共51人获得该荣
誉称号，36岁的白静是最
年轻的一位。

在采访中，白静一直
谦虚地说，她能够取得今
天的成绩，除了自身的努
力，更离不开同事和领导
的帮助。

干 练 、睿
智，笑起来
脸上有两
个深深的
酒窝，这
是白静给
记者的第
一印象。“在
我刚刚进入检
察系统的时候，我
不知道理想离我有多远。但
在做公益讼诉的过程中，每
当我们经过了繁复、艰辛的
工作，看到涉及到公共利益
的难题被解决的时候，工作
带给我的极大成就感，真真
切切地让我觉得国家和社
会变得越来越好，让我的工
作和理想有了真实的链
接。”白静说。

正能量的榜样

在呼和浩特市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处的办公
室，三张整洁的办公桌上
整齐有序地摆放着一摞摞
厚厚的文件，房间里花香

四溢，还伴着一缕咖啡的
浓香。白静是这个办公室里
传奇一般的存在：2015年，
被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
府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2016年10月，荣获“全国
民事行政检察业务能手”称
号；2017年8月，被中共呼和
浩特市委聘为法律顾问；
2017年11月，被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和自治区妇联授予

“尽责圆梦践行者·
北疆最美女性”

荣誉称号；
2018年1月，
被自治区
人民检察
院记个人
二等功……
“ 白 静

是我们的榜样，
她的敬业精神常常

感染着我，有时遇到太多卷
宗想要懈怠一下，但看看她
专注的状态，我也只有更努
力才行。”白静的同事包欢
欢说，白静获评“全国模范
检察官”是实至名归。

与白静同时进入呼和
浩特市检察院的屈洁也
说，白静专业特别精通，对
日常工作涉及到的每个法
条都非常熟悉，而且在实
际中解释、运用特别灵活。

不仅同事们给予了她
高度的评价，白静的顶头
上司王利科也对这名干将
非常倚重。“肯干、能干，而
且每次的任务都完成得非
常出色。”王利科说。

白静的“双重标准”

白静的丈夫周全义在
部队工作，经常有值班任
务，一家人难得相聚。“白
静有个习惯，事情不过夜。
但是，她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工作的事日清月结，但我和
儿子的事，往往一拖再拖。”
周全义说，想要再生一个宝
宝的计划，一拖再拖；想要全
家人度假的计划，也一拖再
拖。六岁的儿子常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怎么
还不回来呀”……

在白静看来，民事行
政检察处是离老百姓最近
的一个窗口，“老百姓有了
难事找到检察院，我们不
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因
为事情有轻重缓急，家里
的事就只能放一放了。”白
静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抗
诉成功的案件给她带来的
震撼。两位年过七旬的老
人花了所有积蓄购买了一
套房子，眼看到了交房日
期却依旧没有交房。两位
老人拿着购房合同告到了
法院，希望开发商全额退
款。开发商作为被告有符
合法定的延迟交房条件，
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老两口便找到了呼和浩特
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处申诉。“我通过走访工
商、建委等部门调查了这
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资质，
发现它是五证不全的，也
就是说，严格按照合同延
迟交房的条件，两位老人

甚至几年之内都不能住上
这个房子，就算交了房子
也没办法办理房产证。从
合同法的角度来分析，开
发商已经构成了违约。于
是我就为两位老人支招，
让他们重新起诉，要求确
认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合
同。后来，两位老人终于胜
诉，全额拿到了房款、利息
以及违约金。”

公益诉讼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

2015年，呼和浩特市
检察院被列为公益诉讼的
试点单位，彼时，在生态环
境领域发起行政公益诉
讼，不仅在国内，在国际法
律范畴也是全新的尝试。
白静作为一名年轻的检察
官，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公
益诉讼从无到有的过程，
并亲眼见证了公益诉讼制
度被立法予以确认。2017
年，白静出庭办理了内蒙
古自治区第一例、全国第
二例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自从公益诉讼开展以
来，白静和同事全程跟踪
参与了所有公益诉讼案
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督促
清理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违法开采的企业51
家，恢复国家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环境及地质治理；
督促整治41家危害首府
一、二级水源地安全的工

业企业及旅游餐饮经营
者，使流域面积57万亩的
二级地下水水源免受污
染；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收
缴欠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
1500余万元……一件件公
益诉讼案件的磨砺，使白
静成为了公益诉讼领域的
佼佼者，不仅作为自治区
检察院公益诉讼指导组成
员为全区民事行政检察办
案人员集中授课，还参与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多项重
点调研课题。

为公共利益凝聚力量

代表公共利益进行公
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职责
所在。在公益诉讼的实践
中，被行政监督的一方是政
府职能部门，工作推进初
期，遭遇不理解、不配合是
常态。但在白静和同事们的
努力下，对方均能很快转变
观念，主动履职，积极配合
检查机关处理案件。

白静说，以“诉”的方式
推进公益保护工作，以法律
监督的手段去推动职能部
门履职，公益诉讼是完善社
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尽管工作辛苦繁琐，
但是每当为老百姓化解一
个纠纷，每当看到公共利
益得到维护，每当感受到
政府部门履职更加合法合
规，巨大的成就感让她倍
感荣耀，而之前所有的付
出、汗水、泪水，都变得微
不足道了。

白静：最年轻的全国模范检察官
文/本报记者 张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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