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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雅日吐

第七届（2017-2018）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目前
已进入公示和投票阶段。评选活动组委会经过认真审
核，确定了 41 名候选人（含群体、集体）名单。按照评选
活动方案的安排和要求，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
的意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决定在《内蒙古
日报》《北方新报》和感动内蒙古人物网发布候选人事迹
简介和投票方式，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发布
投票消息，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投票时间为 2019年 6月

27 日至 7月 11 日。欢迎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投票，投票方
式如下：

投票人可以通过《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内蒙古日报
微信公众号、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官网进行投票，每位投
票人可以选择1-20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1.报纸投票：由《内蒙古日报》和《北方新报》两家平面媒
体刊登评选表格，投票人按照要求填写，然后将填好的选票邮
寄至评选活动办公室（评选表格复印有效）。

2. 网络投票：登录正北方网（www.northnews.cn），进
入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页面进行投票。登录感动内蒙古
人物评选活动官方网站（http://gd.nmgshfp.com）点击进
入“候选人投票”栏目进行投票。

3. 微信投票：扫描“内蒙古日报”二维码，关注内蒙古日
报官方微信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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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2017-2018）感动内蒙古人物
候选人事迹公示和投票方式（1）

（排名不分先后）

1、白雅日吐，男，蒙古族，1973年12月生，
内蒙古众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
从小就梦想让草原上的盐碱地长出粮食来，让人
民群众吃上健康的食品。盐碱地被称为癌症土
地，治理盐碱地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约有盐碱
地2亿亩，内蒙古就有4700万亩。2017年以
来，他用自己多年研究的微生物、辅以水生动植
物整套生物链技术，改良通辽市等3个盟市3个
旗县1550亩重度盐碱地。他带领员工插秧种水
稻，投放河蟹、泥鳅鱼等水生物，严格实施田间管
理。10天后，盐碱地的PH值由10.6逐步下降，
盐份也随之减少，到秋天亩产水稻1380斤。为
解决环境难题，他十年来做过千百次实验，用微
生物方法改良盐碱地，使水稻产量增加两成以
上，达到绿色有机水平，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7项，他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行业）十佳非常
领导者”，被聘请为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
2019年，他参与自治区乌梁素海环境治理方案
设计，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被评选为“中国网
事·感动内蒙古”2018年度网络人物。

2、白晶莹，女，蒙古族，1963年4月生，中共
党员，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白晶莹以当地非遗项目“王府刺绣”文化产
业为抓手，自任产业推进组组长，协调组织开办
刺绣培训班，利用早晚和节假日义务教学，将自
己从小积累的经验和技艺耐心地教给农牧民，
经常一上午一口水都来不及喝，还经常起早贪晚
到周边乡镇、嘎查举办培训班。两年来，培训班
遍布全旗12个苏木镇，集中举办刺绣培训班32
期，共培训绣工5782人，通过绣工们传帮带，分
别培养一、二、三级绣工 1300 人、5000 人和
8000人。为使产业打出品牌、延长产业链，她
探索实施“企业+协会+基地”模式，成立刺绣协
会和祥瑞刺绣扶贫服务公司以及刺绣基地。共
带动全旗2.1万名妇女从事刺绣产业，形成51
个各具特色的产业嘎查，实现收入825万元，并
与海内外签订了2200万元购销合同，使289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增收1809元。为贫
困地区农牧民妇女拓出了脱贫致富新路子。
她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3、毕书杰，男，汉族，1985年 4月生，中共
党员，内蒙古淳点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他创业创新、追求高质量发展，打造了以生
态瓜子、沙棘产业、乳制品产业为核心的区域生
态农业全产业链。旗下共有乳制品、瓜子、沙棘
产品等3大类48种产品，拥有自主品牌“淳点”
商标，还注册了滋漾、慢嗑等系列产品，全线产
品符合国家绿色食品标准，覆盖全国47个城市
及马来西亚等国。淳点产品成为《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和APEC未
来之声官方合作伙伴指定供应商，并入选全国

“一县一品”特色农产品进驻上海世博会永久展
区。他积极回报社会，主动帮扶贫困县折家梁
村，每年定点采购贫困村折家梁村近100万元
的高粱和肉类等农畜产品，每年春节为家乡村
民送去米面油，还资助3名困难家庭学生上学，
3年累计捐款达到900多万元。毕书杰被授予

“APEC未来之声青年创业导师”荣誉称号 ，当
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商务部中国服务
贸易协会理事会理事。

4、邢岗，男，汉族，1976年1月生，中共党
员，包头钢铁集团公司焦化厂段长。他曾因家
境贫寒主动放弃大学梦，在技工学校毕业后
分配当炼焦工。他走进职工大学追逐电气
梦。转岗电工后，半年吃透翻车机系统，攻克
110多本专业书，笔记超过百万字。其论文
《翻车机控制系统的改造研究》在“全国创新
杯”教科论文大赛中获一等奖，其创造的《电
磁振动给料机及配料系统》获得国家专利，年
创效益30余万元。2016年 6月，作业区2套
制冷机组不能正常使用而停机。邢岗带团队
自主编程，完成系统整体改造，创效 300 万
元，而他对焦化厂制冷机控制核心技术的掌
握，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效益。他先后完成自
主改善620条、技术攻关23项，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800余万元。2012年，他创建“邢岗电
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出了10名岗位技术骨
干。他先后荣获内蒙古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金牌工人、北疆工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五一劳动模范等称号。

5、李治冈，男，汉族，1981年7月生，中共
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公路路政总队直属支队兴
和治超大队路政员，乌兰察布志愿者协会党支
部副书记、副会长，共青团集宁区委常委。
2013年参与组建乌兰察布志愿者协会，发展了
千余人的志愿者队伍，组织了百次志愿者公益
活动。从留守儿童到孤寡老人，从大型赛事到
各种会议，李治冈把爱心洒满了乌兰察布大
地。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3000 多元，2005
年-2017年12年间，他每年都会花费千余元来
卓资县王家卜子村看望老人们。李林枝老人
说：“小李这孩子心善，村里谁家有困难他就去
看望谁。他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似的，一到年节
他就来了”。他常年帮扶困难户吴耀华 。李
治冈说，自己能力有限，力量微薄，但是只要自
己的生活还过得去，就会继续帮助这些老人，
这样自己心里才安心。2018年2月，他在呼和
浩特举办的阿里巴巴寻找正能量志愿者评选
中获得“全自治区十佳正能量志愿者”殊荣，
2018年4月被授予“集宁区道德模范”称号。

6、那顺，男，蒙古族，1960年10月生，中共
党员，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巴雅尔图胡硕
法庭庭长。他扎根基层35年，深耕基层审判事
业27年，提出了“坚持巡回办案，以案划线，排队
划片，集中人力携卷下乡，深入牧区、铺点，走一
路审一线，采取就地收案就地开庭”的收结案办
法，使便民诉讼驶入了快车道。这种模式被总
结成“巡、立、审、执、教”人民法庭巡回办案模
式，在通辽市基层法院中推广。他先后审结案
件3500余件，无一件超审限、无一件违法违纪、
无一名当事人缠诉上访。他所审结的案件调撤
率在95%以上、巡回办案比重超过60%、群众满
意度高达99%。他针对蒙古族当事人使用汉语
言诉讼不便的实际，开发配置了蒙古语诉讼软
件。法庭采取“蒙汉双语诉讼、突出蒙古语”的
亲民工作方式。他曾荣获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
作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法官荣誉称号，被评为自治区十大法治人
物，全区优秀法官、办案标兵，荣立个人一等功1
次。

7、李金泉，男，汉族，1957年1月生，中共党
员，农学博士，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科技人才，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科学家。30多年来，他从事动物遗传育种繁
殖科研，主持国家、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12项，
深入绒山羊主产区鄂尔多斯、巴彦淖尔、阿拉善、
锡林郭勒、通辽、赤峰等地，开展绒山羊育种绒毛
生长研究，其创新成果使内蒙古白绒山羊个体平
均产绒量体重分别提升了450g和14kg，羊绒直
径保持在14.5um以下。研发山羊皮肤表达基因
芯片，为绒山羊育种改良提供技术支撑。成果在
绒山羊产区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效益。他在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巴美肉羊、
昭乌达肉羊、察哈尔肉羊新品种培育方面作出重
要贡献，动物遗传育种繁殖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农业部肉羊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他先后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
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8、安恩达，男，蒙古族，1973 年 12 月
生，民进阿拉善盟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金
沙苑生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经的能源
产业老板，关闭苦心经营多年的焦化厂、重新
创业，发展绿色环保循环产业，回馈社会、报
效国家。乌兰布和沙漠是内蒙古五大沙漠之
一，每年携带2亿多立方米泥沙进入黄河，危
害波及“三北”和京津地区。2005年，他承包
15.8万亩沙地，开始了艰难的移沙造田、产业
化综合治理。按照种、养、加生态循环模式，
种植优质牧草、以牧草饲养牛羊、牛羊粪便用
作葡萄种植有机肥料、葡萄加工的下脚料和
葡萄枝条经过加工又成为优质的牛羊饲料。
现在，8万亩葡萄种植和加工基地，3万亩农
业种植基地，3万只肉羊饲养殖基地，3万亩
梭梭林嫁接苁蓉和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以
及休闲度假生态旅游基地，将乌兰布和沙漠
北滩地区改造成了生态旅游秘境。他还回报
社会、捐款百万元，荣获生态治理先进个人、
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

9、李峻屹，男，汉族，1975年 12 月生，呼
铁局托克托东站副站长。为实现已故妻子孙
奇（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再为旅客服务一
次”的心愿，他成立“峻屹爱心服务队”，放弃休
息时间替班顶岗，累计帮扶旅客近万人次。总
结出了“责任多一点、微笑多一点、耐心多一
点、奉献多一点、爱心多一点”的服务理念、7项
服务措施及“6S”服务品牌等一套服务“秘诀”，
收到锦旗 30余面，表扬信上百封。2018年 4
月，东胜东站开通运营，他主动请缨，在东胜东
站也拉起了一支“峻屹爱心服务队”。每当看
到旅客行李多、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努力让每
一位旅客满意出行。同年9月，李峻屹又来到
呼鄂线新开通运营的托克托东站，组建“峻屹
爱心服务队”。如今，“峻屹爱心服务队”遍布
呼和浩特站、东站、准格尔站、东胜东站和托克
托东站5个客运站，队员由最初的19人扩大到
110人。本人先后获得全国铁路十大榜样、自
治区道德模范。“峻屹爱心服务队”获全国“工
人先锋号”等荣誉。

10、邢野 男，汉族，1950年 12月生，九
三学社社员，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年鉴编辑部
原主任，内蒙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会
长，正高级编审。50年来，他走遍内蒙古自治
区103个旗县市区和晋、冀、陕、甘、宁等省区，
行程约15万公里，骑坏7辆自行车、3辆电瓶
车，采访600余位专家、学者、解放前的馆员、
30多位乞丐。收集到“红色文化”“草根文化”

“乡土教材”等文史资料、志书、大事记、年鉴、
传记、家谱等12万册。被评为“内蒙古十大藏
书家”“地方文献收藏大家”。他多次把收藏的
资料捐给内蒙古文史馆和大学图书馆等单
位。接待慕名前来索取、借阅的国内外来访者
达千余人次。组织编修了《内蒙古自治区简
志》《内蒙古通志》《内蒙古地域文化通览》等
40余部地方志、文史类书籍，还在撰写《中国
乌兰牧骑通典》《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内蒙
古方志通要》等长篇巨帙。过度劳累使他的

“室上速”心脏病多次复发，三次手术，但仍然
坚持创作。作品多次获得国家、自治区级奖。

11、阿拉腾图雅，女，蒙古族，1954年8月
生，中共党员，阿拉善盟阿拉腾蒙医专科医院院
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6年内
蒙古医学院毕业放弃留城的机会，毅然回到偏
远的阿拉善盟从事医疗卫生事业40多年，在医
疗、科研、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她探
索用蒙药治疗疑难杂症，不断总结治疗经验，解
除了无数患者的痛苦，挽救了好多绝望的生命，
凡低保、残疾、贫困患者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费
用的减免。在科研环境和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她到呼和浩特市学习动物实验，住学生宿
舍，自费买实验动物。经过17年不懈努力，她成
功研发的蒙药“小儿石蒄散（爱克泻）”获国家专
利并获准生产，填补了蒙药治疗小儿腹泻病无
专药的空白。她自筹资金开办了阿拉善盟首家

“师承教育基地”，培养高素质蒙医药人才。她
的业绩被收入《蒙古学百科全书》医学卷，她是
该书收集的360年间涌现出来的70名中外蒙医
学著名专家中的唯一女专家。曾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2、杨山旺，男，蒙古族，1966年 12月生，
中共党员，内蒙古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从警19年，他勤学钻
研，潜心研究侦破技巧，仔细揣摩犯罪心理，将一
桩桩大案、难案办成“铁案”。他先后参与侦办
20余起涉黑案，特别是侦破了涉案资金达1.9亿
元的韩国斗山被骗案。他在侦办韩某某涉黑案
抓捕多名重要犯罪嫌疑人时挺身而出，将犯罪分
子扑倒在地，其他犯罪分子一拥而上，对他进行
拳打脚踢，他死死压住犯罪嫌疑人，在其他增援
民警帮助下，一举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侦
办王某某涉黑案抓捕主犯时，他率先冲入其住
宅，当场将其抓获，在其枕头下发现已上膛的六
四手枪一支。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他对当地称霸一方的冯某涉黑案重点攻坚，
连续攻克了高永泉被砍掉手指等一批关键性案
件，获得了大量的证据，为该案的侦破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在案件侦办的四个半月中，他仅
回过一次家。先后荣获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
功3次、三等功3次、嘉奖3次。

白晶莹

0101 0202

毕书杰

0303

邢岗

0404

李治冈

0505

那顺

0606

李金泉

0707

安恩达

0808

李峻屹

0909

邢野

1010

阿拉腾图雅

1111

杨山旺

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