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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条黑臭河变成清水渠需要多长时间把一条黑臭河变成清水渠需要多长时间？？把一个尘土飞扬的废渣场变得绿意丛生又需把一个尘土飞扬的废渣场变得绿意丛生又需
要多久要多久？？天蓝天蓝、、水清水清、、地绿的优美环境是群众所盼地绿的优美环境是群众所盼，，也是兴安盟高质量发展所需也是兴安盟高质量发展所需。。

““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水清岸绿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水清岸绿、、道路平整宽阔道路平整宽阔，，每天傍晚我们都来这里散步每天傍晚我们都来这里散步、、聊天聊天。。””正正
在洮儿河岸边散步的两位乌兰浩特市民边走边聊在洮儿河岸边散步的两位乌兰浩特市民边走边聊。。经过治理和修复经过治理和修复，，洮儿河河水的颜色从洮儿河河水的颜色从
人们印象中的黄色变成了蓝色人们印象中的黄色变成了蓝色，，两岸植被茂盛两岸植被茂盛、、河岸自然蜿蜒河岸自然蜿蜒，，呈现柔美形态呈现柔美形态。。沿河建设的沿河建设的
生态休闲公园和休闲设施现已成为老百姓活动休闲的最佳去处生态休闲公园和休闲设施现已成为老百姓活动休闲的最佳去处。。

“把老百姓说的事儿当成个事儿”
最近，图呼勒岱嘎查的鄂顿巴特尔总

算是“心气儿顺了”：和一户人家争了20
多年的地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个
事儿折腾了他20多年，官司打到法院，钱
花了不少，全家人为此耽误了不少功夫。
他尝试着给镇党委书记越振荣打了个电
话，“越书记说马上来，还真的来了”，这个

“说到就到”让他没想到。
越振荣领着干部前后不下5次到实地

看情况，地上没有界桩，他们和鄂顿巴特尔
刨开沙土，硬是找到了20年前埋下的木杆

子，总算是给鄂顿巴特尔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着，他多次作为中间人招呼两家坐在一起
协商，直到鄂顿巴特尔点了头，越振荣才拍
板：“行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都要
说话算话，以后还是好邻居。”

现在，鄂顿巴特尔一看到镇里的干部
来，非得拉他们回家，喝一碗奶茶，吃几块干
肉才罢，憨实的牧民以此来表达感激之情。

“要让老百姓推开政府的门，把难事
儿解决好，最关键的就是把他们当亲
人”。越振荣坦言，“得把老百姓说的事儿

当成个事儿”。
鄂顿巴特尔不是个例，村里的很多矛

盾集中在土地上，为了一块地，邻里、父
子、兄弟之间常出现纠纷，图克镇的干部
跑了东家又跑西家，从来不认为这是“小
事儿”。“矛盾就是绊脚石，解决不了，老百
姓的气儿就不顺，哪有心思跟你搞发展？”
越振荣说。

为此，图克镇提出了“老百姓的事情
大于天”的服务理念，在镇政府一楼设立
了“百姓之家”接待室，接待办事群众，帮

助群众解决各种矛盾和需求。
矛盾解决了，还要主动找老百姓生产

生活中的“茬口”，把服务“嫁接”到农牧民
的需求上，这是“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服
务理念的另一层深意。

一次，越振荣和干部聊天，听说陶报
嘎查的一个牧民买了车却开不到家，因为

“没路”。他当天便去陶报嘎查了解情
况。没多久，镇里的干部天天在现场，规
划、施工、收尾，这个嘎查第一次有了平坦
的到户路，结束了“骑个摩托车，人推着

走”的历史。
“镇里又给铺路，又给争取高压电，还

给大家盖了棚圈，每户才掏一万块钱，剩
下的都是镇里帮忙协调的，我们能说不
好？”陶报嘎查的支书敖特更巴图说。

“镇里的干部确实都把我们的难题当
成他们自己的难题，有些人比较难缠，和
干部撒泼吵架，但是没看到哪个干部记
仇，需要帮忙时，他们一样热心。”黄陶勒
盖嘎查的那日苏接过话茬说，当了20多
年的村干部，他的感触更深。

老 百 姓 的 事 情 大 于 天老 百 姓 的 事 情 大 于 天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张晓艳张晓艳 白杨白杨

““我有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想找镇里看能不能解决想找镇里看能不能解决。。”“”“那您给我说一下那您给我说一下，，我给您在这个本子上登记一下吧我给您在这个本子上登记一下吧，，书记正好下乡了书记正好下乡了，，回来就给您回复回来就给您回复。。””
在乌审旗图克镇的在乌审旗图克镇的““百姓之家百姓之家””，，这样的对话经常有这样的对话经常有。。村民说个大概村民说个大概，，干部却记得详细干部却记得详细。。一册接待登记簿上一册接待登记簿上，，来访信息来访信息、、接访信息接访信息、、反映问题反映问题、、督办意见督办意见、、处处

理结果理结果，，每一栏都记录得明明白白每一栏都记录得明明白白。。旁边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牌子旁边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牌子，，蓝底上蓝底上““倾听群众呼声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接受群众监督””的白字格外显眼的白字格外显眼，，而另一面墙上而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农牧民送来挂满了农牧民送来
的锦旗的锦旗。。

图克镇的主要领导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图克镇的主要领导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百姓之家百姓之家””，，翻看登记簿翻看登记簿，，哪些信息是马上就得处理的哪些信息是马上就得处理的，，哪些情况是需要去实地再摸排的……这个本哪些情况是需要去实地再摸排的……这个本
子更像是工作的主要子更像是工作的主要““路线图路线图””。。

水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水质连续提升
截至2018年底，兴安盟累计实施水

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18项，完成投资
近 8.9 亿元，水环境质量进一步得到改
善。2018年监测数据显示，察尔森水库
东入口断面水质为Ⅳ类，其余6个断面水
质均达到Ⅲ类，全盟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
（达到或优于Ⅲ类）达到85.7%。兴安盟
列入目标责任书的考核饮用水水源地为
乌兰浩特市二水源，2018年监测数据显
示，水质达到Ⅲ类，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100%。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全盟共落

实盟级河湖长5名，旗县市级河湖长63
名，苏木乡镇级河湖长495名，嘎查村联
络员560名，覆盖全盟315条河流 14处
湖泊。

2018年，兴安盟共削减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973吨，氨氮排放量163吨，超额
完成了年度减排目标任务。

2018年，13家重点排污企业开展自

行监测，加强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系统建
设和运行，严格执行排放标准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监测要求。全盟重点排污单位共
计安装废水在线监控设备45套，实时监
控重点企业废水排放状况，确保废水稳定
达标排放。

自2011年起，兴安盟相继完成了城
市、旗县、乡镇和嘎查村级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并获自治区政府批
复。共划定保护区44个，均为地下水型，

其中城市级2个、旗县级6个、乡镇级27
个、嘎查村级9个。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综合整治，乌市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
清理整治保护区内违章建筑，清理乌兰浩
特市一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鱼塘1250平
方米，搬迁养殖场1个，设置了界碑1个、
界标12个、警示标志13个、网围栏7.2公
里；清理乌兰浩特市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内畜禽养殖户1万平方米，清理二级保护
区内畜禽养殖户5150平方米，设置了界

碑1个、界标18个、警示标志11个和网围
栏4.5公里。

全面加强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
障达标建设工作。乌兰浩特市第一、二国
家级饮用水水源地已连续3年通过自治
区水利厅和水利部松辽委评估验收。
2018年，兴安盟共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1174处，供水能力达到3.5万吨/日，受
益人口82.61万，使广大农牧民喝上了放
心水。

提高危废处置能力，降低危废危害
绿树、红花、清水，这是走进兴安盟奇

峰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见记者有点疑惑，公司负责人
说，人们的印象中，处置废物的地方就应
该是那种又脏又乱又差的。公司负责对

全盟境内的医疗垃圾和废油的处置，采用
的是最先进的处理工艺，对环境不会造成
任何污染。在公司成立的那天，公司就注
重环境的保护，在公司院内种上树木、花
草，打造花园式单位。

土壤、固体废物、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
防治工作自开展以来，对全盟42家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信息进行调查，目前已完成29家企
业信息采集工作。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
业15家，现已有4家完成自行监测并公示。

建立兴安盟重金属全口径清单，确定涉重金
属企业9家。固体废物工作完成2018年度
固体废物产生源申报登记工作，共申报企业
103家；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共检
查加油站（点）213家，无环境违法案件；医疗

机构环境违法行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危险
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专项检查正在
有序开展。目前，全盟已转移危险废物223
吨，已签合同待转移150.08吨。全盟8家危
险废物企业全部纳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你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失，你得站在他

的角度急他所急，不能左推右推，那谁还
信任你？”越振荣的“护犊子”在图克镇是
出了名的。只要有事儿找他，他就要闹个
水落石出，让老百姓放下“心里的石头”。

为了让“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的服
务理念真正成为干部和群众的“连心桥”，
图克镇不断延伸“桥身”。推行常态化“窗
口便民服务下基层”和“书记接待日”活
动，在11个嘎查村、社区确定固定服务时
间，选派镇合作医疗办、社会保障所、农牧

业服务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办、民政办、
综治办、财政所、国土所等部门工作人员
组成便民服务队，流动驻村服务，负责办
理医疗保险报销、发放各类惠农补贴、提
供法律法规咨询、办理新生儿落户和农牧
民一卡通等几十项业务。

特别是“书记接待日”，图克镇倡导
“把办公桌搬到现场”，干部集中在现场听
民情、问民意、解民难，能解决的现场拍
板，解决不了的也要定个时限，让农牧民
放心。

去年 6月的一天，图呼勒岱嘎查的
李社飞给越振荣打电话说村里电压不
够，手机都没法充电，希望他有空去看
看。接完电话，他一看表已是晚上七点
多了，但还是立即去了解情况。从摸
排、调研到施工，一个月不到便解决了
八年之久的难题，李社飞带着几个农牧
民给镇里送了一面锦旗。“请吃饭，他们
不去，这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感激
都在里面了。”李社飞回忆往事，一情一
景依然历历在目。

路难走、地难浇、电不够、有危房……每
个农牧民特别是贫困户遇到的问题，图
克镇都“记录在案”，属于“普遍问题”
的，通过建设住房、打井、架设动力电、
帮助购买牲畜和生产资料等产业扶持
措施，形成“党支部+驻地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的利益链接机制，为农牧民
的脱贫致富出点子、想法子、找路子。
目前，全镇贫困户79户 206人均实现稳
定脱贫，且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9000元。
遇到“特殊情况”，镇里的不少干部总

是“忍不住”要自掏腰包或东凑西凑。贫
困户李巴图的两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
因为没人接送一直待在家里，镇里的干部
了解实情后，专门雇了个车每天接送两个
孩子上下学。春耕时，李巴图想买个铡草
机却没钱，越振荣当即掏出1000元给了
李巴图。李巴图一看到越振荣，便竖起两
个大拇指。即便啥也不说，越振荣知道这
是李巴图对他们的夸奖。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要求”
“农牧民给镇里的干部打电话，干部

正在开会，会发个短信告知，开完会马上
就给打回来。这种做法特别好，让老百姓
觉得自己和干部能平等对话。”图呼勒岱
嘎查支书吉日嘎说。

“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让干部和老
百姓之间“心”的距离更近了。心近了，干
部的工作有“干头”了，老百姓的发展有

“劲头”了。
“你看看我们这些锦旗，都是老百姓

送的。这个是关建军送的，这个人现在都
是我们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了。”图克镇的
干部贾俊青从摞在一起的一沓锦旗里翻
出一面说。

这些红彤彤的锦旗像极了每个人小
时候家里墙上的奖状。每每收到锦旗时，
镇里的干部都像个孩子一样开心，他们会
拍照晒到朋友圈“炫”一下，这是来自老百
姓实实在在的肯定。

如今，在关建军家，吃一顿土鸡都得

提前预订，修缮一新的房屋、干净整洁的
院落、水冲厕所，再加上平展的入户通道，
为“土鸡馆”走红打下了底子，“土鸡馆”每
年能收入20多万元。“可不止这些呢，镇
里还帮我新建了大型养殖鸡舍，解决了两
个孩子学杂费，与嘎查驻地帮扶企业协
调，给了我帮扶资金。镇里不仅是救了我
的命，这等于是救了全家人的命啊！”关建
军说着眼眶便红了，谁能想到他曾身患尿
毒症，是鬼门关上走过一遭的人，生病时，

图克镇动员干部给他筹集救命钱，病好了
后，镇里又多方想办法，给他找到了“翻
身”的资本，让他成功脱贫致富。

为了帮助像关建军一样因病致贫的
家庭，图克镇干部主动上门，收集整理了
全镇98户大病户的健康扶贫档案，除了
重病户已全部纳入到低保医保兜底保障
范围内，图克镇还推动慢性病全部与镇卫
生院签约，并与市级包联单位进行沟通对
接，为大病户提供针对性治疗服务。同

时，建立产业扶贫项目库，通过“输血”和
“造血”双管齐下的办法，增加贫困户的
“自我修复”能力。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自
己做得好让老百姓满意了，才能让老百姓
跟着我们干。”采访结束时，越振荣笑着说。

而他的背后，是一张几乎占满了一面
墙的牌子，上面写着“老百姓的事情大于
天”——这是基层干部用心血写下的“座
右铭”。

共绘美丽蓝天共绘美丽蓝天 共享绿水青山共享绿水青山
———兴安盟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兴安盟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文文//图图《《兴安日报兴安日报》》记者记者 武颖杰武颖杰 阿敏阿敏 毕力格毕力格

企业整改力度加大，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防治污染，不仅要“铁腕治”，更要“源

头防”。兴安盟大力调整区域产业布局，
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依
托大唐、龙源、华能、京能和深能集田等电
力集团发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依托
奥特奇蒙药、白医制药扩大制药产业。鼓

励企业实施“两化融合”技改示范工程和
智能制造试点，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效益。鼓励支持传统产业向高端化、绿色
化方向发展。

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
减。以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为重点，严

格按照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
能。2018年，无新增产能、无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违规在建的项目、无落后产能淘汰
任务。

北方联合电力兴安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一家供热老企业，一直把环保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自2015年开始投入
4040万元进行除尘、脱硫、脱硝改造，经
过多项环保设备改造后，2018 年对比
2015年烟尘减排141吨，二氧化硫减排
300吨，氮氧化物减排35吨。

“铁心硬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

实加强统筹。以‘气、水、土’三大环境质
量改善为枢纽，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形成全过程监测监管、多层级联防联
治、信息化互通互享工作格局，全力打好
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力求标志性战果。”
这是兴安盟环保努力的目标。

洮
儿
河
两
岸
郁
郁
葱
葱

洮
儿
河
两
岸
郁
郁
葱
葱
。。

洮儿河生
态休闲公园风
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