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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兴边富民行动

——我区边境旗（市、区）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个人典型事迹摘登

【编者按】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为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推出的一项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目标的伟大工程。兴边富民行动 2000 年在我区启动以来，对
改善我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区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区边境旗（市、
区）广大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兴边富民伟大实践，涌现出了一批典型集体和个人。

为引导边境地区各族群众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守望相助理念、“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和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进一步做到爱边、固边、守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本报将部分典型个人的事迹摘要刊登，以激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建设亮丽
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白金是满洲里市敖尔金新村牧民，现
任满洲里市敖尔金新村百吉乐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白金19岁时跟随父母赶
着勒勒车来到了满洲里，那时的敖尔金村
土坯房低矮、交通闭塞，群众生活艰苦。

党的兴边富民好政策,尤其是国家少
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投入，为敖尔金新村注
入了发展活力。白金也从一无所有的牧
民成为家喻户晓的企业家。他与周边牧
民共同组建了百吉乐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用创新经营
的方式把产业做到了网络新媒体端，以直
播、短视频、抖音等方式向全国各地消费
者推广畜牧产品。现在的百吉乐养殖专
业合作社已成为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重要

旅 游 地 ，每 年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6 万 余 人
次。截至 2020 年已连续举办 14 届百吉乐
那达慕大会，成为展示边城满洲里民族风
情、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草原文化旅游相
融合的重要平台。

发家致富的白金始终不忘感恩社会，
他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助贫解困，捐
款赈灾。多年来，他资助贫困牧户石兴
全，帮助他致富；长期帮扶扎赉诺尔区灵
泉镇和新开河镇周边的贫困户 20 余人；经
常看望市南区托老所的孤寡老人，给他们
送去米面油、奶制品及牛羊肉等生活必需
品。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他为当地提供
200 余个就业岗位，带动当地养殖业、蔬菜
种植业、酒类销售等行业共同发展。

作为满洲里市政协委员，白金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结合当地农牧业发
展特点，打造出了老百姓信得过的呼伦贝
尔原生态天然绿色畜牧产品经典品牌。
经过不懈努力，2014 年百吉乐游牧部落被
评为 3A 级旅游接待牧业户；2015 年被自
治区农业厅、自治区旅游局评为自治区休
闲农牧业与乡村牧区旅游示范点。

面向未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白金
将依托敖尔金新村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这一地缘优势，团结带领更多各民族群众
发展特色经济、培育优势产业、保护传承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民族团结
之花在祖国北疆盛开得更加艳丽。

白金：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祖国北疆

布德是内蒙古布德民族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玉雕

（乌拉特玉雕）传承人。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的布德偶然在附近

的一个古玩市场闲逛时发现，那些草原上遍地都
是的石头，在这里价格能卖到几百甚至上千元。
他旋即辞职回到家乡，给自己确定了目标：把乌
拉特奇石的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让乌拉特
后旗的奇石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于是，他开始收
集并经营乌拉特奇石。在收集奇石的同时，他也
注重收集散落于民间的古董。几年下来共搜集
了 1 万余件散落在民间的古物品。他创办了乌拉
特后旗草原珍奇博物馆，免费让人们参观。

2011 年，布德创办了乌拉特后旗玉雕厂。他
一边经营奇石生意，一边向奇石界前辈讨教，与
石友交流切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玉雕厂发
展成为内蒙古布德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布德
研发生产的“玉石沙嘎”系列首饰和玉石达拉、玉
石沙嘎细扣等 100 多种创意产品获得了国家专
利局外观设计专利权，被自治区列入第六批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荣获 2017 年中国特色
旅游商品大赛银奖。

2018 年 9 月，布德投资 500 万元，在乌拉特
后旗潮格温都尔镇创办了占地面积 2.8 万平方
米的民族手工艺扶贫产业园区，专门研发、生
产、销售蒙古族玉雕工艺品，制作奶制品、毡艺
等各种民族特色文旅创意产品。在产业园区，
各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均可免费入驻园区、免费
学习技术、免费展示和销售产品。园区入驻手
工艺专业合作社 5 个、文化公司 3 家。园区也成
为市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传习所，
旗级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家庭教育实践基地 。
2019 年，园区正式成立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的
布德大力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牧户”的辐
射带动模式，通过玉雕、皮具加工、民族刺绣、奶
制品、毡艺等项目，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在园区，各族居民互帮互助，共同致富、和睦
相处。园区成立以来，累计免费培训牧民 436 人
次，让许多贫困牧民掌握了一技之长，有 182 人在
园区稳定就业。2019 年，布德被国务院评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布德：

用真情铺就
各族群众致富路

斯日古楞：

播撒民族团结种子
的口岸交警

斯日古楞是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甘其毛都大队公路巡逻一中队
中队长。从警 20 余年，他先后荣获二
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嘉奖 2 次，被评
为优秀民警 7 次。先后荣获 2019 年度

“感动北疆 最美警察”、自治区“敬业奉
献道德模范”“全国最美基层民警”荣誉
称号。

今年 48 岁的斯日古楞从事公安交
管工作已经 21 年，在甘其毛都口岸工作
11 年。从警 20 多年来，斯日古楞调解
纠纷、处理事故、侦破案件百余起。他
始终坚持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教育
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他经常应甘其毛都学校的邀请，为
学生们讲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课程，
把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学
生们心中。

甘其毛都镇辖区 4317 平方公里，
牧民们居住分散，近的离镇区几十里，
远的上百里。为了让牧民了解党和国
家的民族政策，斯日古楞几乎跑遍了每
一个嘎查，同牧民唠家常、话团结，并留
下宣传资料和手机联系号码，反复叮嘱
牧民有事就给他打电话。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斯日古楞
结合甘其毛都镇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工
作，主动参与 5 户贫困户的帮扶，通过安
排务工、协助开设牧家游等形式，帮助 5
户牧民全部实现脱贫。

每当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斯日古楞
总是冲在前面。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斯日古楞正月初三就返回口岸，
一干就是 45 天。

中队年轻人多，斯日古楞结合工作
实际，以案说法，帮助青年民警学习党
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交通管理业务
技巧。他还组织成立了“民族团结进步
班”，组织民警认真学习党的民族理论
和民族政策。中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列为学习教材，要求
民警做到应知应会。通过长期抓学习，
目前中队蒙古族民警辅警实现蒙汉兼
通，汉族民警辅警用蒙古语交流无障
碍，为口岸交警更好地履行职责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斯日古楞带着对甘其毛都口岸和
各族群众的深厚感情，一心扑在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中，为口岸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肖小蓬是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和
泰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近年来，他在党
和政府的扶持下，在阿日林一合嘎查建设
肉牛养殖场，为群众树立了通过辛勤劳动
发家致富的榜样。

2007 年，肖小蓬发现本村的环境非常
适合肉牛养殖，可是没有形成规模。他相
信规模化养殖肉牛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
就下定决心开始养殖肉牛。他一边养牛，
一边钻研养牛技术，积累养殖经验。一年
下来除去成本和开支，他不仅赚了钱，还
学到了大量的养牛技术和经验。2014 年，
肖小蓬注册成立科右前旗和泰养殖专业
合作社，注册资金 200 万元，主要经营西门

塔尔牛的养殖、改良、繁育、收售等。
2015 年和 2016 年，科右前旗将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 110 万元投入合作社，扶持
合作社发展。合作社自筹 310 万元，合计
投入资金 420 万元，新建标准化圈舍四栋
4000 平方米，引进通辽、吉林伊通等地优
质西门塔尔繁育基础母牛 200 头。合作社
逐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品种改良。
通过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养殖的优质西门
塔尔牛每头售价 10000 元—12000 元，每
头牛净利润提高 5000 元左右。

经过肖小蓬这几年的努力，合作社规
模不断扩大，被评为区级示范肉牛改良基
地、全旗科技示范基地、德伯斯镇产业示

范基地，2017 年被评为盟级示范合作社。
为回报党和政府对合作社发展的大力

扶持，肖小蓬采取“资产收益模式”，按 10％
的 比 例 ，带 动 452 名 贫 困 群 众 年 均 增 收
1000 元；积极引导周边群众通过土地形式
入股，共入股土地 8 户 450 亩，年均带动增
收 5500 元；积极帮助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
入，合作社雇用工人 20 名，月平均工资
3300元，带动群众年均增收 4万元；引进西
门塔尔牛 3200 头供全旗贫困群众选购，合
作社主动承担肉牛品质保证、疫病预防、价
格兜底、技术指导及其它后续服务，最大限
度降低贫困群众养殖风险，为当地群众发
展养牛业增收致富作出了贡献。

张万来是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医保局
工作人员，2017 年 1 月起担任新巴尔虎左旗罕
达盖苏木罕达盖嘎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他紧紧围绕兴边富民目标，团结带领广大
群众齐心协力扎实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产业
发展、社会治理，使嘎查社会稳定，群众安居乐
业，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张万来结合嘎查辖区实际，积极争取资金，
改善嘎查基础设施，在嘎查修建 300 平方米的公
共文化活动室和占地面积 7000 平方米的集休
闲、娱乐、健身设施于一体的广场。嘎查投入 30
万元，修建嘎查街区道路 5 公里并安装路灯，为
嘎查牧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为做好嘎查社会治理，张万来坚持把访民
情、释民惑、解民难、化民怨、汇民智、助民富作
为工作出发点，加强网格化管理工作，坚持抓实
网格设置、人员配置、待遇保障、责任落实、实体
运行“五个到位”原则，以“党员中心户”区域为
单元划分网格，通过构建“多网合一、一员多用”
的基层网格化管理模式，使嘎查社会管理和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

张万来积极与上级林草和农牧部门沟通协
调，通过在宜林地种植适合本地生态的经济型
生态防护林，带动罕达盖地区将低产耕地（非基
本农田）逐步调整为种植蓝靛果。2020 年，罕达
盖嘎查利用退耕地种植生态经济林蓝靛果 4500
亩、沙棘 9667 亩。

张万来组织牧户联合出售牲畜、采购生产
资料、转场抗灾等，帮助辖区牧民有效减少生
产性支出。他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实际，积极向
上级争取自治区产业扶贫资金 636 万元，组建
牧博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达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万鼎生态有限公司，培育和发展优质肉
牛近 200 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几年来，嘎查
以畜牧业养殖为主、多种经营为辅，实现了产业
资产过 100 万元、年收入超 10 万元的目标。

张万来：

让群众生活过得更富裕
肖小蓬：让合作社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平台

社区开展民族团结知识问答。 养殖业带动群众增收。

乌兰牧骑进行惠民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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