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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记者 白丹

立冬时节，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套
格斯嘎查，老白两口子早早起来，配草料、分
栏、喂羊、添水、打扫圈舍，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年下来，咱家的羊养得这么好，
年末肯定能挣钱。”“那可不！幸亏旗纪委
监委及时调查，要不咱们的分红还没着落
呢，咋能发展这么好？”

事情还要从 3 年前的一个承诺说
起。时任套格斯、特特根、雅玛吐三个嘎
查党支部书记的包某某，把村民代表和6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召集到一起，许诺道：

“大家去申请扶贫贷款，可以托管在我名
下的养牛合作社，我会将全部资金用于购

牛，每年给大家分红。”
听到这个消息，老白喜出望外，和老乡

们一起去银行办理贷款。正是这个承诺，让
包某某得到了340万元资金。然而，时间一
天天过去，老乡们逐渐发现，这件事情的“猫
腻”越来越多——说是用来购牛，但合作社
的牛并未显著增加；340万元花在哪儿，大
家都不知晓；有些贫困户的贷款，包某某没
按时还，导致贫困户银行征信出现问题。

感觉不对劲儿的村民，把举报信投到了
科左后旗纪委监委。事关扶贫，旗纪委监委
立即成立调查组，对问题进行初核。与68
户贫困户逐户核对，掌握合作社养牛的真实
数量，调取包某某银行流水……随着调查一
步步深入，掌握大量证据后，调查组开始与
包某某正面交锋，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经查，贫困户贷到的340万元扶贫贷
款，包某某只将其中的82.6万元用来为贫
困户购牛，余款257.4万元被他用于个人
经商、消费等。今年4月，包某某被开除
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涉案款项包括贷款本金及相
应红利，退赔给相关贫困户。

自基层“微腐败”大清扫行动启动以来，
通辽市纪委监委狠抓集中排查摸底、梳理分
办、包案督办等工作，全力保障全市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持续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通辽市纪委监委在工作中对“微腐败”
问题线索全部实行包案督办，定期对账销
号。市纪委监委5个纪检监察室下沉到9
个旗县市区和重点苏木乡镇进行实地督
导、“蹲点”督办，各旗县市区纪委监委抽调

精干力量，覆盖所有苏木乡镇，集中办理群
众反映的问题。案件结案后，由包案领导
和核查组组长共同“下访”举报人，面对面
反馈处理结果。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开
展“短、平、快”靶向精准监督，切实把问题
摸清、把症结查准。充分发挥各纪检监察
室联系旗县的优势，建立苗头性问题早发
现、早提醒、早纠正机制，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倒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同时，及时澄清正名不实举报，让干部消除
顾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对违纪违法问
题，依纪依法快速查办，确保涉及群众利益
的问题解决到位，案结事了。

目前，通辽市第二轮基层“微腐败”大
清扫行动共发现问题线索199件，已办结
56件，立案17件。

通辽：基层“微腐败”大清扫重拳出击

野生动物资源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
富，滥捕滥食野生动物不仅会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还会触发公共卫生风险。保护野生动物最重
要最有力的举措，是不断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10月13日，备受关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防范公共卫生风险成为此
次修订涉及的首要内容。立法者拟从加强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禁止滥食野生动物等
多个方面，为公共卫生安全筑牢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和监管的呼声很高。科学研究表明，近
年来世界多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SARS
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都与动物有关。然而，一些不法商
家通过网络售卖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躲
避监管；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形成了所谓的“野
味”饮食文化，对吃“野味”趋之若鹜。事实
上，科学家早已证实，野生动物和人工饲养的
动物在营养价值上没有明显区别。相反，一

些野生动物宿主含有各种病毒，且几乎都没
经过检验检疫，一旦食用不仅会给健康带来
极大风险，还可能引发疫情。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
主，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等配套法规制度，我国形成了野生
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过，现行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主要是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一些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其他野生动物
如蝙蝠、鼠类等没有被纳入管理范围。因此，

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加强野生动物
市场监管，不让野生动物成为公共卫生风险
源，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当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野生动物
保护监管正在提速。我区今年出台了《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办法》，并开展一系列执法检查，不断推
进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化进程。随着一系列法
律法规、相关措施的出台完善，有助于从源头
抓起，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生动物

行为，让违法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法律既是行为的硬性约束，也引导着社会

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也
是自然生物链中的一环。大肆捕杀、食用野生
动物，必然造成原有物种间制约关系消失，生态
失衡，最终引起传染病暴发，给人类带来灾难。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尊重自然才是人最佳的生
活方式。严格遵守法律，善待生命、敬畏自然，
共同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为、滥食行为，这
既是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斩断滥捕滥食的黑手
◎正文

□本报记者 宋爽

法院在执行节点短信
通知当事人，让执行过程一
目了然。最近，来通辽霍林
郭勒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的当事人，体验到了网购般
的便利。

田某因一起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被告未主动履行而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15个工作日后，
案件承办法官接到了田某的
电话：“我刚刚收到了银行卡
到账信息，我的案款到账了，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执行到位
了，太感谢法院了，给你们点
赞！”田某介绍，自打申请强
制执行以来，法院以短信形
式把什么时候立案、什么时
候送达、分配给哪位执行法
官办理等信息发给了他，他
对案子的进展明明白白。

“在执行流程主要节点
推送短信，不仅让当事人更
具体、深刻地了解执行案件
办理流程，保障了当事人对
执行案件及执行工作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也避免
了当事人为了解执行案件情
况往返法院的奔波之苦。”霍
林郭勒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0年10月末，执
行案件全流程公开节点短信
推送功能正式上线，该功能
依托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
信息管理系统和12368诉讼
服务平台，在执行案件立案
后，由12368平台通过当事
人预留的手机号码向申请执
行人推送立案信息，承办人
信息，财产查控、拍卖等 30
余个流程节点内容，增强执
行工作透明度，倒逼案件承
办人严格按照流程办理案
件，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
规范促执行”目标。

法官提示：为保证执行
案件流程节点信息正常推
送，申请执行立案时一定要
确保预留的手机号码准确并
正常使用。同时，短信仅通
过 12368 固定号码进行发
送，发送内容仅告知申请执
行案件的进展情况，绝不会
要求提供个人信息、银行卡
密码或收取任何费用等事
项，如有疑问可以随时电话
咨询执行指挥中心和执行法
官。切记不要相信其他号码
以任何形式索要个人隐私的
内容，谨防上当受骗。

短信通知进展
执行过程随时掌握

□本报记者 宋爽

“凭《基干民兵证》就能优先享受就业
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乘坐公交车、地铁
等公共交通工具可享受优惠……这些政
策暖心又贴心！”

“编组民兵的企事业单位不仅享受生
产经营扶持政策，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认定武装工作成绩突出的企事业单位，还
享受政治优待，我们工作起来更顺畅了。”

自治区政府、内蒙古军区联合印发的

《内蒙古自治区基干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10月1日正式施
行以来，广大民兵和编兵单位纷纷点赞。这
个由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分级落
实的《办法》为做好基干民兵、编兵单位优待
和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年来，我区基干民兵按照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要求，在重大活动
安保、黄河防凌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
何提升基干民兵的服务保障水平，增强他们
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其更好发挥作用，是内
蒙古军地一直思考的问题。“《办法》承载的

是内蒙古军地对基干民兵身份和职责使命
的认同，对编兵单位支持国防建设的褒奖。”
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剑啸告诉记者，
出台《办法》，就是为了增强基干民兵的荣誉
感和获得感，让编兵单位不吃亏。

《办法》明确，自治区在编基干民兵个
人有效证件为内蒙古自治区《基干民兵
证》，由内蒙古军区统一制作，各军分区
（警备区）、人武部发放和管理，优待和权
益保障内容包括在全区各类公共服务机
构和场所，享受民兵优先优待、优惠减免
等服务及权益保障政策。对编兵企业的

优待优惠措施，《办法》也有明文规定：企
事业单位用于开展武装工作的经费，计入
生产经营成本，相应费用在税前扣除；经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武装工作成绩
突出的，享受项目、用地等审批优先和程
序简化政策。

最近，赤峰市松山区人武部政委孙英
明显感受到编兵工作的变化。“以前有些
企业对编兵有顾虑，既怕影响生产、减少
效益，又怕承担额外风险。如今，企业编
制基干民兵享受各种好政策，不少企业负
责人主动打电话咨询相关工作。”孙英说。

基干民兵和编兵企业的“大礼包”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草木一片苍黄，湖水碧波荡漾，数只
白色的疣鼻天鹅优雅地掠过湖面，振翅
飞向天际。随着天气转冷，呼伦湖自然
保护区大批候鸟开始南迁。

呼伦湖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地区
拥有大面积草原和淡水沼泽生态系统，
为野生鸟类提供了良好的繁殖、觅食场
所，每年有十余万只候鸟来到此地。

良好的生态环境来之不易。这得
益于我区不断强化执法力度，有力打击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也离不
开经营者诚信守法，消费者自觉抵制

“野味”，自觉革除交易、滥食野生动物
的陋习。

不让“野味”流向餐桌
为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决定》，加强对野生动物的司法保
护，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今
年4月2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首

批7起涉野生动物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内容涉及非

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非法狩猎，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
制品等多个罪名。其中多起案件系共同
犯罪，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至单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同时贯彻修复
性司法理念，判决被告人承担生态损害
赔偿金。加强同类案件的警示教育效
果，形成强大震慑。

同月，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内
蒙古检察机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十大典
型案例”，重点指导案件办理和宣传非法
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繁育、食用野生
动物的法律风险和健康风险。典型案例
中，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
院诉王某某等3人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三被告不仅承担国家损
失、生态经济价值损失等共计440.45万
元，还有效避免了4484只被毒杀的百灵
鸟流向百姓餐桌。

2018年以来，我区检察机关共办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各类刑事案件

497件，办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93件。将典型案例作
为生动的法治教科书，可有效防治危害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今年5月，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
区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昆仑2020”专项
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生
态环境安全，侵犯知识产权和涉野生动
植物等领域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和
市场经济秩序。

通辽市科尔沁区森林公安局与市
场监督管理局一所联合对花鸟市场、宠
物市场等重点行业和部位进行全面彻底
的拉网式排查，对街边私自售卖鸟类的
人员进行了打击，纠正违规经营，对超出
经营许可范围的野生鸟类当场没收，并
追究其法律责任。

自“昆仑2020”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满洲里市森林公安分局与相关部门密切
协作配合，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
断链条、追流向”，共办理刑事案件2起，
林业行政案件32起。其中取保候审2
人，行政处罚33人，行政罚款14470元，

补种树木50株，恢复林地1840平方米。
全区各级市场监管、林草、公安等

部门共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发挥联合
执法优势，定期商讨研判，互通监管执
法信息。对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或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为野生动物资源保
护构筑起“绿色防护网”。

落单的孔雀不害怕
说起蓝孔雀，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

乐镇大麻会沟村的村民个个津津乐道。
“好事儿，吉祥如意啊！”今年7月27

日一大早，张某呼喊着把一家人叫到了
院子里，原来是一只蓝孔雀落到了院中。

张某一家仔细端详着这只“吉祥
鸟”，发现它眼睛通透澄澈，行走时步态
矫健，低飞时动作轻盈，完全没有受伤
的样子。拿出自家喂鸡鸭的饲料，它竟

“肆无忌惮”地啄食起来。
“这是要扎根吗？”眼看着孔雀在树

上筑巢垒窝，张某一家招待它的热情更
高了，每次喂食都悄悄躲在屋里看着，
生怕惊扰到它。看着孔雀闲庭信步，张

家人甭提多开心啦！孔雀似乎感受到
了张家的欢喜和热情，天冷了仍不打算
离开——白天跑到野地里觅食，晚上飞
回树上或者羊圈歇息。呼和浩特大青
山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和武川县森林
公安分局哈乐派出所民警前往抓捕几
次，均无功而返。

“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人
少了，而且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天
天用电视、手机看新闻，也懂得保护环境
啦！你看，这天多蓝、草多绿，动物能不
来吗？”张某说。

公安机关不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力度，并逐步完善了野生动物保护
救治工作机制，群众也越来越重视对野
生动物的保护。因此，一些落单需要救
助的野生动物得到了及时救助，重新回
归大自然。

今年10月10日，赤峰市翁牛特旗
森林公安局亿合公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辖区毛山东乡沟门村沟门组西山
林区，发现一只像羊的野生动物，后肢疑
似受伤，无法行走，请求民警出警救助。
接到报警后，两位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

场，经辨认，确定受伤的是一只刚成年的
野生狍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只狍子后腿胯部小骨受伤，民警
于是将其带回派出所，联系兽医诊治，
精心饲养、照料，待其恢复健康，放归大
自然。

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这样的救助事例并不鲜见。今年11月
7日上午，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车铺渠
村一位村民发现一只金雕，不能正常飞
行，判断其可能受伤，于是送到北关派
出所。还有，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胜丰镇
美星村一组村民与隆兴昌派出所民警
联手救助一只白天鹅，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新营子镇新营子村民与县森林公
安分局民警合力救助三只矛隼幼鸟等
等，不一而足。

人与天地相应，人与草木同归。“动
物对人类警戒性放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类对动物的保护成效。希望广大群
众呵护野生动物、爱护生态环境，特别是
发现非法捕杀、食用、贩卖野生动物的行
为，要积极检举揭发，予以制止。”呼和浩
特市森林公安分局负责人说。

给野生动物一个温馨的“家”

□本报记者 陈春艳

10月21日至11月15日，包头
市开展连续集中收戒吸毒人员攻
坚行动，共破获各类涉毒品案件89
起，打击涉毒违法犯罪人员96人，
严格排查社会面吸毒人员，净化了
社会治安环境。

在攻坚行动中，包头警方多警
种协同配合，充分运用大数据，历
时两个月斩断了一条从河南运输
制毒原料至呼和浩特制作安纳咖
的通道，摧毁一个向包头市土右旗
等农村地区贩卖安钠咖的涉毒网
络。

9月初，包头土右籍白某根因
吸食贩卖毒品被东河区公安分局
抓获。在对其审讯后，民警发现其
背后可能隐藏有一个巨大的贩毒
网络，遂对白某根的关系网络展开
分析研判。随后，与白某根联系密
切的呼和浩特清水河籍张某堂和
托克托籍男子任某林进入了警方
视线。

白某根所贩卖的安纳咖均采
购自上线呼和浩特市的张某堂，但
根据包头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研
判分析，张某堂不可能具有制毒能
力，警方顺藤摸瓜，发现了有制毒
可能的呼和浩特清水河籍薛某柱，
而薛某柱的姑父就是与白某根有
密切联系的任某林。薛某柱的姑
姑薛某英也与另两名托克托籍涉
毒人员王某龙、王某朋联系频繁。
至此，一个以薛某柱为首，其姑父
任某林、姑姑薛某英为主要制贩毒
成员，白某根、张某堂、王某龙、王
某朋为其下线的家族式制贩毒团
伙逐渐浮出水面。

经过包头警方对薛某柱和任
某林的布控和侦查，发现薛某柱与
河南籍男子张某商定，欲于11月向
其购买1吨制毒原料。禁毒支队民
警在河南实地侦查，确定了张某就
是薛某柱家族制贩毒品团伙的原
料供应商。

11月6日，包头警方获悉任某
林与薛某柱一同驾车去河南购买
并运输原料至清水河县。禁毒支
队立即部署行动，将精干警力分为
四组，对薛某柱跨省制贩毒家族团
伙进行集中收网。11月7日凌晨5
时，第一抓捕组在清水河十七沟高
速出口将薛某柱、任某林、薛某英
三人抓获，当场从任某林驾驶的皮
卡车内缴获制毒原料 40 袋，重 1
吨。其他抓捕组也分别在河南商
丘市、呼和浩特清水河县、托克托
县、包头土右旗等地抓获涉案人员
8人。并从王某龙家中缴获安纳咖
6公斤、制毒原料500公斤。至此，
涉及两省区三市的一个家族制贩
毒品团伙被铲除。

一跨省家族制贩毒团伙
被铲除

近日，兴安盟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
局民警为进出林区的野外生产、作业车辆安装汽车防
火罩，以进一步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张耀占 摄

近日，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民警走进涉外运输企业，宣传讲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提升涉外运输企业员工的法治意识。 冯正翔 摄

法治宣传

近日，赤峰地区出现强降雪
天气，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在重点路段特别是学校门
前，采取近端管控、远端分流的
方式，引导帮助车辆、行人有序
通行。 于世波 摄

疏堵保畅

防火
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