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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日讯 （记者 帅政）3
月 26日至4月2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
组”）交办我区举报案件33批共 2825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
全区已对第三十批111件信访案件进
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
办结43件、未办结16件，责令整改38
家，立案处罚7件，罚款金额7.5087万
元，问责1人。

截至5月2日，全区已对第1-30批
2641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
办结1174件、阶段性办结879件、未办结

588件，责令整改937家，立案处罚151家，
罚款金额1063.2327万元，立案侦查46
宗，刑事拘留13人，约谈80人，问责73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
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第三十
批部分案件办理的详细情况见第6版）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十批 111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呼和浩特5月 3日讯 （记者
刘洋）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5月开始，医疗保险网上申报已经可
以实现当月核定、当月缴费。

每月申报开始日期为当月1日，截
止日期为当月20日，如有特殊情况需要
延迟申报时间，另行通知。可以通过
https：//ylbzj.nmg.gov.cn/ggfw/hal-
lEnter/#/Index网上申报办理的业务类
型包括：职工增员申报、职工减少申报、
单位参保登记、单位信息维护、参保人员
信息维护、单位核定及生成缴费通知单。

据悉，因国家医保系统切换原因，呼
和浩特市本级的医疗保险核定业务办理

周期滞后，经过共同努力，现已具备当月
申报条件。但是，部分参保单位仍然没
有及时完成近期几个月份的医疗保险核
定申报。鉴于此情况，从5月1日开始，
医保网上大厅将放开 2021 年 10 月至
2022年5月共计8个月份的单位医保申
报核定权限，请参保单位务必在5月20
日前完成以上月份的核定业务，并及时
缴费（限定为在此期限内单位整体未做
核定的单位，已核定的单位一律不再做
人员增减变化业务）。从2022年 6月1
日起，医疗保险网厅将按月核定，以前月
份仍然未申报的医疗保险核定业务将停
止办理。

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险网上申报
实 现 当 月 核 定 当 月 缴 费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劳动是快乐的，奉献是崇高的，在奉献中体会快乐，这样的人生才
充实、才有意义。这是记者从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孟莫
其德身上感受到的正能量。

“我喜欢每天给客户送快递的感觉，一份快递，就是一份责任，一份
快递，就是一份真情。通过自己的服务，让客户认可邮政快递，心里就有
一种成就感。”孟莫其德说起自己的工作，总是满脸自豪。

2017年，36岁的孟莫其德入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
分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5年的快递职业生涯，他在所负责的片区实
现了客户零投诉，服务零差评，操作零失误。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孟莫其德先后三次志愿投身到疫情防控战“疫”中，舍小家为大家，
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着不平凡的“抗疫篇章”。

打开孟莫其德的手机，微信群里面有上千人是他所负责片区内的
客户。从一个普通的快递员，变成客户最熟悉和信任的人，有时孟莫其
德感觉和他们就是同事关系，而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恰恰是这种
感觉也让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
2018年，孟莫其德在片区成立了便民服务点，服务客户更加周全了，市
场业务占比从起初的30%提升到60%以上。他说：“快递行业一定要从
客户角度出发换位思考，不能为了收件而收件，而是综合考虑客户情况，
要做到既省钱省力还要服务好。”

2018年我区冷鲜肉寄递迅速升温，为了能在旺季保质保量完成上
级下达的任务，孟莫其德将冷鲜肉收集范围从所在片区扩大到整个市
区，只要客户有寄递冷鲜肉的需求，不管在市区任何地方，他都会一口答
应下来，并告诉客户会在当日尽早上门取件。“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只能
吃个早点，一直从早上忙到深夜。妻子照顾着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吃
不上饭，只能订外卖。其间妻子也埋怨过，我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
要比别人多一些辛苦，多一份责任和担当。”孟莫其德说起这件事，内心
很是愧疚。

在他看来，做快递员虽然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但是一样可以给
别人带来方便和帮助。正所谓：急人之所急，需人之所需。

2018年10月的一天早晨，孟莫其德刚到片区的一栋写字楼下，远
远看到一个人在向他招手，当时第一感觉是对方要寄邮件。孟莫其德走
过去一看，对方表情痛苦，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原来，他一个
人在公司值班，突然肚子痛得厉害，打算下楼打车去医院，可刚下电梯就
疼得无法走路，询问孟莫其德是否可以帮他叫个出租车。当时正值上班
高峰期，孟莫其德用最快的速度把邮件卸到保安处，用电动车载着他到
了医院。大夫说患者是急性肠胃炎，孟莫其德又忙前忙后帮着办理入院
手续，找床位，等一切安顿好后，才通知家属放心离开。现在他俩不仅成
了好朋友，对方还不断帮助孟莫其德拓展新客户。

2020年2月4日晚，正和家人吃晚饭的孟莫其德在新闻上看到，呼
和浩特市因疫情形势严峻急需招募一批志愿者，他立刻萌生了报名的想

法。于是试探地问了家人，得到家人的同意后，便马上在网上报了名。2月5日，按照统一安
排，孟莫其德深入社区开始志愿服务。排查车辆、测量体温、楼道消毒、配送物资……所有人
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只能一边工作一边摸索。“那场战‘疫’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我记不清
有多少次因为紧急任务而彻夜不眠。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回忆
当时的举动，孟莫其德满满的欣慰。

2021年10月，额济纳旗突发疫情，147名患者集中转运至呼和浩特市进行集中治疗。
孟莫其德再次报名参加抗疫，这次风险更高，而且要在集中隔离点连续工作至少一个月。由
于人员短缺，孟莫其德身兼三职，监控、联络和物资。坚持半个多月后，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等
送到医院时已经是心衰三级，随时有生命危险。

今年2月，正值元宵佳节，呼和浩特市突发疫情，作为一名抗疫经验较丰富的老队员，孟
莫其德又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抗疫……

尽管工作忙碌而辛苦，但这种充实又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孟莫其德一直期待的，如今身在
其中，就是一种幸福。

他愿意为自己选择的行业献出青春、才智与汗水。今年，孟莫其德又给自己定了3个小
目标：扩大便民服务点、转换职业角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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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在内蒙古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信访工作
条例》是信访工作历史上的第一部党内
法规，是指导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我们要坚定不移抓好贯彻
落实，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
领导，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力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制
度化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基
本遵循。《条例》对做好新时代信访工
作遵循的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
要深刻理解把握，主动自觉抓好实践
运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做到“三
个贯穿始终”。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
穿信访工作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
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坚决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
政治责任。要坚持把人民立场贯穿信
访工作始终，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
人民”的理念，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切

实维护群众权益，千方百计为民排忧
解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把法治理念
贯穿信访工作始终，依法按政策开展
信访工作、解决信访问题，全面规范
信访秩序，推动信访工作在法治框架
内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二要全力推动新时代信访工作高
质量发展。《条例》对加强和规范新时代
信访工作各项任务进行了系统部署，我
们要深学细悟、贯彻到位。具体工作
中，重点要在“建机制、化积案、提质量、
抓预防”上系统发力，全力推动信访工
作高质量发展。“建机制”就是要进一步
健全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全面优化信访
受理、交办转送、调处化解、问题销号、
回访问效等程序，实现依法按政策及时
就地解决信访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化积案”就是要扎实推进“集中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和“化积
案、治重访、促稳定”等专项行动，组织
开展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等工
作，推动信访积案动态清零。“提质量”
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作为信访
工作的重要标尺，对各类信访案件严格
审核把关、认真回访问效，确保把群众
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抓预防”
就是要加强对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强
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处置，努力把可能引
发信访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产
生。

三要压紧压实新时代信访工作政
治责任。《条例》对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
的责任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对
照执行、认真落实。具体工作中，重点
在构建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强化
责任考核、从严责任追究四个方面狠下

功夫。围绕构建责任体系，健全完善党
领导信访工作的体制机制，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
主管、谁负责的要求，进一步厘清职责、
压实责任，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
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
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
作格局。围绕推动责任落实，把信访工
作作为督查工作重点，定期对各地各部
门开展督促检查，深入查找问题，及时
反馈意见，全力推进整改，进一步拉紧
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更好推动工
作落实。围绕强化责任考核，认真做好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信访工作考核，科
学设定考核指标、着力优化考核方式、
不断强化结果运用，切实发挥考核导向
作用，确保信访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围绕从严责任追究，强化纪律的
刚性约束，对在信访工作中推诿、敷衍、
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部门及
人员，由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依规
依纪从严追究相应责任，以钢规铁纪为
信访工作高质量开展保驾护航。

奋力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
锡林郭勒盟委书记 么永波

学习宣传《信访工作条例》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郝雪莲

暮春时节准格尔大地万木葱茏。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布尔洞沟村
的梁峁山坡上，1100多亩坡耕地改梯田
工程即将完工。看着眼前这一片片层级
分明、宽展平坦的梯田，布尔洞沟村党支
部书记杨大海黑黝黝的脸上显现出按捺
不住的喜悦：“往年这坡上的地不好种，
今年镇里统一安排，把这坡坡坎坎的坡
耕地改造成平坦舒展的整块梯田，既保
水又保肥，还便于机械耕作，这下我们的
小杂粮丰收又有保障了！”

沙圪堵镇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
丘陵沟壑梁峁山区，属于黄河粗泥沙集中
来源区，种植以荞麦、谷子、糜米为代表的
小杂粮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该镇
从2018年开始，在符合种植条件的布尔
洞沟、石窑沟等5个村重点创建绿色荞麦、
糜米种植生产基地1万亩，年生产绿色荞
麦、糜米、谷子1300吨。随着乡村振兴工
作持续推进，这些年小杂粮产业迅猛发
展，以沙圪堵镇为核心建设绿色小杂粮特

色产业基地，并通过发展小杂粮标准化基
地、社会化服务及培养小杂粮加工龙头企
业，逐步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
展的产业化格局。2022年，该镇以布尔洞
沟村为中心实施坡耕地改梯田项目，统一
改良土壤、配备有机肥，配套建设集雨集
水灌溉设施，让当地农民对发展绿色小杂
粮产业更有信心。

“我们村集体将流转来的600多亩土
地，加上农户按订单种植的400多亩地，全
部种上谷子、荞麦和糜米等小杂粮。前年
村集体纯收入100多万元，去年由于干旱
减产，纯收入也有40多万元。”自从种上小
杂粮，布尔洞沟村的集体经济逐年壮大，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杨大海也很自豪。

早在2018年，布尔洞沟村成立了专门
服务农民的农机具专业合作社，本着合
作社成员不入股、不分红，以为村民服
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利益联结农户
及贫困户为宗旨，带动全村产业发展。

目前，农机具专业合作社拥有拖拉机、旋
耕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业机械
十几台，形成了完善的农业机械化作业
体系，为村集体发展小杂粮种植产业提供
了可靠保证。

有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良
种选育和品牌打造就提上了日程。这些
年，布尔洞沟村先后与鄂尔多斯市种子
管理站、自治区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等合作共建小杂粮科技试验基地，在
几十个杂粮品种中优中选优，最终确定
了几种适合当地气候环境、口感好产量
高的品种。如今“稷香”牌高原黄金米、
荞麦、糜米已取得绿色认证，成为该村小
杂粮的主打品牌，市场供不应求。布尔
洞沟村的成功实践为其他5个有相同条
件的梁峁山村等提供了借鉴，小杂粮产
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为畅通销售渠道，沙圪堵镇以自营
店、进驻商超等模式帮助各村将产品打

入市场。沙圪堵镇电商服务中心与中国
电信合作开发了“美稷商城”电商平台，
将现有主打品牌“稷香”“美稷”等产品线
上销售，当地小杂粮的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日益提升。

未来5年，沙圪堵镇计划重点打造
建设小杂粮绿色种植基地4万亩，主要
实施坡耕地改梯田工程和土壤改良以及
配套灌溉设施和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以发展小杂
粮产业强镇和培育扶持小杂粮加工企
业、专业合作社、电商服务中心等，辐射
带动当地1万户农户约2.5万人增收致
富，预计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如今，在准格尔旗，以沙圪堵镇为重
点推开的小杂粮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已辐
射到薛家湾、龙口、魏家峁等镇。截至目
前，全旗已建成小杂粮展厅、网红点、小
杂粮科技中心、小杂粮科技示范基地、核
心种植区域配套灌溉工程以及部分地面
基础设施，累计投入资金1500万元。乘
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昔日“五谷遍地”的
沙圪堵镇将成为带动准格尔旗小杂粮产
业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美稷之地”。

小杂粮成为富民强镇“大产业”

□本报记者 安寅东

迎着旭日，目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警务室前缓缓升起，是阿拉善边境管理
支队银根边境派出所民警徐乃超和妻子
李文娜每天工作前的例行要事。

这座“镶嵌”在戈壁荒漠的戍边夫妻
警务室，位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银根
苏木查干扎德盖嘎查，管辖103公里的
边境线、3145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
这里是徐乃超、李文娜夫妻二人的工作
岗位，是他们的家，是绽放青春力量的舞
台，更是他们要用一生守护的事业。

刚过而立之年的徐乃超，已经有14
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在部队大院长大的
他从小立志保家卫国，18岁参军，2019
年从公安边防部队转隶，成为一名移民
管理警察。

“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磨炼。”得知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计划在
距离边境线直线距离15公里处组建抵
边警务室，他没和新婚妻子商量，便第一
个主动报名。

听说了丈夫的决定，妻子李文娜沉
默了：结婚一年，朝夕相处的日子满打满
算也就两个月。丈夫戍边，团聚的日子

就更屈指可数了。于是，原本在城镇工
作的李文娜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陪丈
夫去戍边。

2022年 2月，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首个戍边夫妻警务室正式组建。
五间砖房支口锅，二人一狗一台车，戍边
夫妻警务室成为中蒙边境线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

二十公里做邻居、五十公里去串门，
是这里的真实写照。方圆30公里内，8
户 27名牧民群众是夫妻二人最近的邻
居，也是最亲的家人。

警务室建设之初，牧民们以独有的
方式表示欢迎：怕夫妻二人着凉，恩图格
日勒送来柴火；怕警务室没有水吃，胡日
岱主动送来一车饮用水；怕两个人吃不
上饭，乌仁把饺子包好后送来……淳朴
热情的牧民让初来乍到的李文娜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来之前，听说这里环境恶劣、条件
艰苦，李文娜做好了心理准备。来之
后，她才知道自己理解的“艰苦”仅仅
停留在字面上：吃水要到 20公里以外
去拉，吃菜要由 85公里以外的银根边
境派出所供给，仅有的风力发电机只
够维持 4 个小时的电量，而通讯则只
能靠着信号扩大器勉强维持手机基本

通话……
夫妻二人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炉子坏了自己动手修理，没有柴火就到
戈壁捡拾枯树枝，断电了就点蜡烛，不会
做饭就一点点学，他们用坚毅和果敢战
胜了一次次挑战，终于在边境线上安下
了家、扎稳了根。

戈壁荒漠，寂静无声。旷日持久的
风沙“蹂躏”着干涸的土地，目之所及只
有黑色戈壁和漫漫黄沙。

“每天睡觉，都要戴上口罩，有时还
会被沙尘呛醒。每天醒来不能先睁眼，
要把脸上的沙尘清理一下。”李文娜已经
习惯了与风沙为伴。

警务室辖区地广人稀，加之路况极
差，虽然附近只有8户牧民，可全部走访
下来至少需要两天。“我们感觉每天时间
不够用，还没忙完天就黑了。自从来到
这里，我的饭点变成了一日两餐，早出晚
归成常态。”在李文娜看来，忙碌充实才
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李文娜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护理专
业。在这里，她的专业有了大用。在走
访中发现群众就医不便，她便在警务室
里辟出一间卫生室，针对辖区群众常见
病、多发病，向上级争取配发医疗药品，
免费发放给牧民。

年逾古稀的敖云高娃患有老年慢性
疾病，几乎每天都要往返170公里的颠
簸土路去苏木卫生院输液。得知这一情
况后，李文娜主动联系卫生院将药品配
置好后带到警务室，由她上门为老额吉
输液。

“这俩城里娃娃不容易啊，他们来
了，我们的日子更舒心了。”敖云高娃逢
人便夸。

“人心换人心，八两对半斤。你对群
众好，群众和你亲。”李文娜日记中的这
句话道出了民警夫妻的使命和初心，更
承载着戍边夫妻警务室的未来。

巡边踏查、入户走访、调解纠纷、送
药输液、喂羊垛草、修葺羊圈……短短三
个月，李文娜理解了丈夫的执着，自己也
爱上了这里。

最近，夫妻二人正在酝酿一个“宏
伟”的计划。“现在牧民们取快递都要去
100多公里远的地方。我们正协调在警
务室设立快递投放点。”他们要开设便民
驿站和文体活动中心，为边境群众创造
更加便利的生活。

奋斗青春最无悔，守望相助固北
疆。落日余晖下，徐乃超、李文娜夫妻二
人行走在大漠的边境线上，他们用青春
书写建功新时代的荣光。

边境线上的火热青春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体验数字
内 蒙 古

劳动者之歌

本报5月3日讯 （记者 赵曦）近
日，以“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的共青团“青春快线”专列
和主题站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轨道交通
1号线坝堰（机场）站举行。

据了解，“青春快线”在呼和浩特地
铁一号线运行。“青春快线”专列将六个
车厢打造成思想引领、民族团结、创新创

业、志愿服务等六个主题的“青春驿站”，
为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成长发展营造
了浓厚氛围。

列车上充满着青春气息，彰显着青
春力量。在体验过程中，青年人纷纷表
示，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主动作为，走
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乘共青团“青春快线”
共 赴 青 春 之 约

4 月 30 日，市
民在内蒙古科技馆
观看编程机器人表
演。4 月 29 日，由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
等单位主办的“数
字内蒙古·美好新
生活”主题展开展，
展览内容集知识性
与趣味性相结合，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吸引了不少市
民。

本报记者 闫
晨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