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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丹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保
护屏障。2018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
精心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重点工程，
实施好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等制度，加
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
合治理，加强荒漠化治理和湿地保护，
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在祖国
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为保护好内蒙古的绿水青山、蓝天
白云，我区检察机关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作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重
中之重。

记者从自治区检察院获悉，2018
年 1—10月，我区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2136件，在生态
资源领域，督促修复被破坏的林地
162.86万亩、草原10.39万亩。在环境
保护领域，共督促治理被污染水源面积
115万亩，督促治理被污染土壤 9670
亩，督促违法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
485家企业进行整改，督促清理违法堆
放生活垃圾8.8万吨。

占比：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领
域案件占公益诉讼案件80%以上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横跨东
北、华北、西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
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是“三北”地区
重要的生态防线。

“全区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殷切嘱托，
牢固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观，切实解决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持续用力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
2018年6月30日举行的全区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全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如何“筑牢北疆绿色长城”，作为法
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的
公益诉讼主体，我区检察机关既责无旁
贷，又不遗余力。

早在2015年，内蒙古就被确定为
公益诉讼的试点地区之一。试点期间，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公益核心，以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通过诉前程
序纠正相关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或怠
于履职行为292件。试点期间，我区提
起公益诉讼案件数位列全国第二，判决
数位列全国第一。

2018年 9月 28日，在全区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情况通报会上，自治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郑锦春介绍说：“今年以来，
全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
2136件，占84.96%。可以看出，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两项核心办案数据
占到整个公益诉讼案件的百分之八十
以上。”

态度：坚持打击污染行为与修
复环境并重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区
“自然生态系统类”超大型自然保护区，
在维护和保持内亚荒漠草原生态稳定
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屏护山前河套
平原乃至华北平原方面具有重要的意
义。然而，近年来，自然保护区内存在
着违法采矿、违法经营等行为，保护区
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18年1月以来，大青山沿线的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检察院、新城区检察
院、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通过调查核
实，发现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呼
和浩特段）内仍有未退出的探采矿企
业，其中8家企业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
二级地下水水源地内，不仅对保护区内
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更对呼和浩特地
区水质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大青山（包
头段）存在十一家混凝土搅拌、干粉砂
浆企业在缓冲区内违法占用土地257
亩土地建厂生产，对保护区的环境资源

遭到破坏。
2018年5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

察院、武川县检察院、包头市青山区检
察院分别向当地国土部门、环保部门、
农牧林业部门及保护区管理局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各部门依法履行相应
监管职责，维护大青山生态环境资源。

相关行政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高
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对上述企业进行
关停和清出。截至2018年 8月，大青
山自然保护区内涉及的71家探采矿企
业已全部完成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无
产品、无设备、已清场地）工作，除11家
按照专家意见应自然恢复无需治理外，
其余60家全部投入治理，现恢复治理
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拆除取缔工
作，切实消除了流域面积51万亩的二
级水源地安全隐患。

像这样的公益诉讼案例还有很
多。“今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对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提起公诉1313件
1641人，提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33件。”郑锦春说。

措施：修复与打击并重

打击需要与修复并重。在严惩破坏
生态环境犯罪的同时，我区检察机关积
极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相关单
位通过补植复绿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

并将生态环境恢复情况作为衡量犯罪嫌
疑人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的重要因素。

几年前，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双娃乳
液奶牛养殖场周围一片脏乱，粪便随意
堆放，废水污染不远处的草甸。几年
来，当地环保局连续制发多份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通知书，阿荣旗政府甚至下发
通知将该企业列入关停企业黑名单。
但多次整改成效并不显著。

2015年底，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在
网上发现相关舆情后，将案件交到了阿
荣旗检察院。2016年3月，检察机关向
阿荣旗环保局制发督促履职检察建议
书。养殖场在环保部门督促下对污染
企业场区5个集水池进行回填恢复原
貌，清运了场区西侧堆积的粪便，对在
用的7个污水暂存池进行了内嵌防渗
处理，与8户种植户签订了粪便使用协
议。然而，环境污染问题有好转，却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

阿荣旗检察院随后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阿荣旗环保局对养
殖场违法排污污染环境行为、怠于履行
职责的行为违法，判决环保局对养殖场
进行行政处罚，消除环境污染危害，并对
环境污染危害群众进行补偿。法院的判
决完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有了法律的撑腰，我们履职就更
加有力了。”阿荣旗环保局认可了公益
诉讼的效力。北京双娃乳业先后投资

4000多万元实施养殖场改造项目。
如今，养殖场2000多头奶牛全部迁

入新建的标准化牛舍，产生的粪液全部运
至储液池暂存，产生的粪便运进了全封
闭粪肥棚堆积发酵，实现了达标排放。养
殖场还为周边农户新打了88座深层水井，
确保了农户的饮水安全。周边的农户还
免费用上了养殖场精加工过的安全肥料。

“公益诉讼解决了我们环保局 10
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阿荣旗环保局领
导感慨道。

据悉，今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在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部署开展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督促违
法占用和开垦草原、滥伐林木的单位或
个人补植复绿，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其中，包头“公益诉讼补偿林”基地
植树造林4860多亩，呼伦贝尔“大兴安
岭生态修复基地”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植
树造林2000多亩。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
诉讼取得的诸多成效，得益于国家不断
深化依法治国进程，得益于各部门的积
极协作。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下发了
《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的意见》，以此为契机，检察机关将
进一步加强与环保、水务、国土、食品药
品安全等各个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推
进公益保护共同体构建，全力服务和保
障生态环境文明建设。

〖故事〗

〖透视〗

公益诉讼守护绿水青山

我区首部大气污染防治专门法规出台

〖对话〗

13年后
他与父母异乡重逢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失散十几
年的孩子。谢谢你们，真是太谢
谢你们了！”2018年 12月 3日上
午，来自陕西省靖边县的赵先生
早早来到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公安局乌兰镇派出所，将一面写
有“一心为民，忠于职守”的锦旗
送到了民警手里，并且不停地说
着感谢的话。

事 情 要 从 前 一 天 说 起 。
2018年 12月 2日上午10点，一
位20多岁名叫赵某的男子，来到
乌兰镇派出所求助，称自己是陕
西省靖边县人，10岁时随父母来
到乌兰镇生活、学习，不久便因调
皮辍学，之后负气离家出走，只身
一人到宁夏银川市打工，可一离
开就是13年。他先后干过洗车、
送煤、推销等工作，期间从未与家
人联系过，现在想要回家，想找自
己的亲人。最近，他回到乌兰镇
寻找当年与父母一起租住的房
子，但没有找到。于是，无助的他
来到乌兰镇派出所，希望派出所
民警能够帮助他。

值班民警试图向赵某了解更
多信息，但由于时间已久，他只记
得父亲的名字和当初在乌兰镇居
住的大概方位，其它情况一无所
知。为了帮助赵某尽快与家人团
聚，民警根据赵某提供的名字，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查询，均没有找
到任何线索。随后，民警又到其
父母当年的居住地，走访了周边
住户，也没有人知道赵某父亲的
情况，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
里。调查走访工作进入了“死胡
同”，但是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
又联系情报部门寻求帮助。通过
信息分析研判，并经过几个小时
的查询，对上千个同名同姓人员
一一进行筛选后，民警终于查找
到了户籍为陕西省靖边县的赵先
生的信息。民警迅速与当地公安
机关取得联系，在他们的配合下，
联系到了赵某的父亲赵先生。当
赵先生得知自己儿子的情况后，
喜出望外，与妻子连夜乘车赶了
几百公里路来到鄂托克旗乌兰
镇。

当赵先生夫妇见到儿子后，
三人激动得抱头痛哭。据赵先
生夫妇介绍，当年赵某离家出走
后，由于年龄小，也没有电话，家
里以为他出去几天就会回来，但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 13 年。期
间，全家人曾通过张贴寻人启
事、登报等各种方式寻找，一直
都杳无音讯。本以为找到儿子
的希望渺茫了，后来夫妻二人回
到了老家靖边县。他们万万没
有想到，如今会在乌兰镇派出所
民警的帮助下，与失散多年的孩
子重逢。

2018年12月3日，在民警的
叮嘱下，赵某随父母一同踏上了
返乡的路。

□本报记者 章奎

在人们印象中，林业系统应该是
管理花花草草的“清水衙门”，但随着
国家生态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这一
领域的廉政风险也日益凸显。北京林
业大学博士后，曾被称为学者型、业务
型官员的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福荣，就借此“绿色”掩护，大
行腐败之实。

2018年 10月15日，经包头市纪委
常委会、监委委员会研究，并报包头市委
批准，给予李福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所涉财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李福荣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完成
本科学业又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还有博士后流动站进站经历。其大学毕
业后长期在林业系统工作，2002年被
任命为包头市林业局副局长，完成了从
技术员到林业局副局长的完美转身，那
年李福荣40岁，可谓春风得意。

李福荣早年曾荣获多项园林绿化和
农业技术研究及推广方面的科研成果，
他有着“享受国务院批准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的光环，顶着“自治区深入生产第
一线做出贡献科技人员”“自治区人事厅
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人选、“自治区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桂冠，还担任自治
区高级工程师评委会评委等职务，先后
多篇论文见诸各类杂志，耀眼光环背后
是他孜孜不倦学习和努力的结果。然而
在成绩与荣誉面前，作为一名有22年党
龄的中共党员并没有严于律己，内心贪
欲的种子逐渐发芽，私欲慢慢膨胀，在金
钱的诱惑下开始了违法乱纪。

经查，李福荣违反廉洁纪律和生活
纪律，长期违规从事经商营利活动，获取
巨额利润；与多名女子搞钱色交易，与其
中一名已婚妇女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并生育多名子女；利用职权大肆操办其
子婚宴，违规邀请并收受管理对象礼金；
虚构事实，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据为
己有，且数额巨大，涉嫌贪污犯罪；帮助
他人承揽工程并收取、索要钱财，数额巨
大，涉嫌受贿犯罪。

剖析点评
在高压反腐态势下，李福荣不思进

取，反而蜕化变质，贪婪之心日渐战胜理
智，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长期“亦官亦
商”。在违纪违法的不归路上我行我素，
自认方法巧妙、手段高明、行为隐蔽，贪
婪攫取巨额经济利益，违规从事经商营
利活动。正如他后来所忏悔：“理想信念
滑坡、精神开始懈怠、思想开始麻痹，沾
染上坏习气，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是我
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根本原因。”

接受审查调查期间，李福荣不止一
次表示，忽视学习，心浮气躁迷失了人生
航向。作为具有博士学历的高级知识分
子，他却崇信封建糟粕思想，恣意妄为，
背叛家庭、违反社会公德。在工作上，背
弃理想，丧失信念，在自己分管领域“搞
批发”“当中介”。其在政治上变质、经济
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目无
法纪、滥用公权，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
劣。李福荣的违纪违法行为发人深省，
为广大党员干部再次敲响了警钟。

“绿色”不是保护伞

〖明镜〗

在 2018年 12月6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获得审议通过。这是我区第一部大气
污染防治专门性法规，将于2019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法规有哪些亮点？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贾明星。

□本报记者 章奎

记者：作为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是如何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
立法在打赢蓝天白云保卫战中的作用？

贾明星：在《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精准立法，科学施策，从影响自治区大气环境的
主要污染源入手，针对工业污染、燃煤污染、机动
车污染、扬尘污染、供热污染、秸秆焚烧污染、沙
尘污染等七个主要污染源和其他污染源，分别设
章，提出符合自治区实际的、有针对性的防治措
施。条例的规定主要是对上位法的补充和细化，
尽力避免重复上位法，所提出的具体措施都是自
治区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成熟做法，是党的主
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的生动实践。

空气污染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是自治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一项

重要法制成果，对促进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内蒙古是能源大省，在发展现代能源
经济过程中极易产生大气污染。请问条例对规
范现代能源经济方面做出了哪些有针对性规定？

贾明星：受我区的产业结构限制，火力发电、
煤化工等行业是用煤大户；同时作为全国重要的
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外送电量已经超过1500亿千
瓦时，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外送电量全国第一。
2016年我区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为82.36%，
煤炭消费总量为36675.32万吨（2017年数据统
计部门尚未公布），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十分巨
大，所以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对改善我区能源结构、
提升我区大气环境质量有着积极作用。

首先从政策制定方面，条例第六条提出，对
开展技术改造、清洁能源替代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给予税费减免、资金补助和财政

贴息等政策优惠。
能源生产环节方面，第五十条规定应当鼓励

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进行能源化；
第六十一条规定实施绿色矿山建设，对新设立矿
山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能源消费环节方面，第二十九条规定已建成
的高污染燃料设施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天然
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第三十三
条规定自治区推广新能源机动车，加快充电站
（桩）、加气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第四十三条规定
优先发展以热电联产为主的集中供热，推进使用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天然气、地热等清洁能
源替代分散燃煤供热，第四十六条规定在集中供
热管网未覆盖的区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清洁能
源供热。

这些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区在发展现代能源
经济方面的基本框架和具体措施。

□本报记者 白丹

“宪法宣传周”在我区掀起了一股普
法热，全区各地的检察官们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宪法宣传活动，向人民群众面对面开
展法治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
法制意识。检察官们通过热情普法、耐心
解释，不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了检察机关
的职能职责，拉近了检察机关与基层群众
的距离，同时也为宪法、法律和检察工作
进行了有效的法治宣传。

宪法宣传到身边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走进五塔东街小学开展“学宪法、讲宪法、从
我做起”宪法知识进校园活动。 李宁 摄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第五幼儿园大班组
的小朋友们走过伊旗检
察院，与案管机器人对
话。 陈小芳 摄

在零下 20 多度的低温里，阿尔山市检察
院干警将法送到百姓身边。 杨汝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