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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巴图哥，您的身体恢复的如何？
家里还有啥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近
日，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乌力吉边境派
出所的民警在辖区走访时，特意来到牧
民巴图孟克家了解在生产生活中需要
解决的实际难题。

“现在我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今年
要不是你们帮我家及时‘凿羊绒’，我家
可损失大了，太感谢你们了！”巴图孟克
握着民警的手激动地说。

每年 5月正是辖区牧民剪羊绒的
时节，可作为家中劳动主力的巴图孟
克，因为得了一场大病尚在康复期，不
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当巴图孟克面对
需要剪羊绒的羊群而自家没有劳动力
时，心急如焚。乌力吉边境派出所党支
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组织民警来到他
家，用了两天时间为他家的羊群褪去

“冬装”，让巴图孟克一家避免了错过收
羊绒时节的经济损失。

像这样为民爱民的光荣传统，乌力
吉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已坚持了半个世
纪。乌力吉边境派出所成立于 1964
年，驻守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腹地，
担负着 7707 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和
85.461公里边境线的维稳管控任务。

该派出所党支部现下设2个党小组，
有14名党员，支部班子成员有5人。面对
驻地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和维稳管控任务
异常艰巨的实际，派出所党支部充分发挥
自身组织优势，依托“北疆基层党建长廊”
和“五边行动”，积极推动派出所党支部与

苏木党委、嘎查村党支部组织联建，创新
推出“支部联建、信息联通、治安联防，党课
同上、大事同议、党员同评、典型同创”为主
要内容的“三联四同”工作法。同时，借助
派出所主官进苏木班子和民警兼任村官
这一制度机制，主动落实自治区“兴边富
民”措施，积极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解决群
众生产生活困难，及时补强基层公共服务
职能，有力夯实了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基
层执政基础。

让辖区各族群众尽快走上富裕道
路，是该派出所党支部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的基础。“10
公里做邻居、20公里串个门”是地广人
稀乌力吉地区的真实写照。在7707平
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内，仅居住着364
户 893名群众。针对艰苦偏远的地域
环境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困难，
派出所党支部创新开展“党员先锋维
稳+服务”履职活动和“助学、助老、助

残、助孤、助外”五助实践活动，想方设
法帮助边疆少数民族群众脱贫，协调帮
助解决牧民群众在生活、医疗、扶贫帮
困、抢险救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该派出所将中心和重点工
作与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同推进，与8
名孤寡、残疾、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为
6名空巢老人、2名困难学生集中体检和
捐资助学，联合开展义诊10余次，赠送药
品价值5000余元，捐献衣物等总价值5
万余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200余件，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500余件；在沙尘暴、
暴风雪中为牧民找回走失牲畜500余只，
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救助被困车辆
80余台次、人员120余人。

2016年以来，随着乌力吉口岸发
展建设和京新高速公路开通，边境地区
交通要道、重点地段管控面临越来越多
的严峻复杂挑战。为此，该派出所党支
部联合驻地党委政府和边防部队，不断
加大联勤巡逻和排查力度，全面搜集研
判涉恐、涉枪、涉爆、邪教等情报信息，
扎实做好专项防范打击工作。2019年
以来，派出所累计收缴子弹792发、枪
支2支、雷管9枚，抓获在逃人员2名，
拦截误入边境一线人员12人次，以实
际行动筑起了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由于工作出色，该派出所先后荣获
省部级表彰19项，并被公安部荣记集
体二等功1次。今年6月29日，派出所
党支部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为维护边
疆社会安全稳定、驻地经济平稳发展再
立新功。”乌力吉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
记、教导员舒立辉说。

戍守北疆铸警魂 爱民稳边展风采
——记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乌力吉边境派出所党支部

民警帮助牧民剪羊毛。

本报鄂尔多斯10月6日电 （记
者 王玉琢）10月6日，自治区党委常
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能源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韶春到鄂尔多
斯市，就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障
工作进行调研。张韶春实地查看了黑
岱沟煤矿生产运营情况，并在企业主
持召开座谈会，安排部署下一步保供
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能源电力保障是当前
最重要的民生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和保供企业要讲政治、讲大局，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
力以赴做好今冬明春保供工作，确保

经济发展不受限、人民群众过暖冬。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督导重点煤矿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在确保生产安全前提下稳定释放
产能，不折不扣完成增产保供任务。
鄂尔多斯市作为产煤大市，要全力推
进煤炭企业增产增供，自觉服务全国
大局。要进一步研究电价疏导机制，
强化对煤电企业税收、金融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加强需求侧管理，优先保障
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城市运营等领域
用电，守住保障民生用电的底线。

自治区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负责
同志参加调研。

张韶春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能源电力保障工作时强调

全力推进煤炭企业增产增供
自觉服务全国大局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冯雪
玉）10月6日，第二十二届呼和浩特昭
君文化节“唱响敕勒川”文化惠民演出
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广场精彩上演。

据悉，“唱响敕勒川”文化惠民演
出精彩纷呈、形式多样。10月 6日、7
日两天，将有6场免费演出与市民见
面。10月 6日上午，相声专场演出上
演，内容主要以敕勒川文化为特色，
演出了《我要旅游》《懒汉脱贫》《一路
风景走青城》等精彩的相声段子。10

月6日下午的活动以“爱上敕勒川，秀
出你风采”为主题，搭建敕勒川星光
舞台，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艺术才华的
平台。现场演出了鼓手打击乐《阳光
宅男》、马头琴《奔腾的骏马》、诗朗诵
《少年中国梦》等节目，异彩纷呈的表
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此
外，演出现场还设置了打卡拍照、敕
勒川草原动物标本展示等活动内
容。10月 6日晚，儿童舞剧《王昭君》
华丽上演。

“唱响敕勒川”文化惠民演出
精彩上演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郭延军，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公共安
全大数据应用实验室副主任，三级警
督，是首府警界的缉捕英雄、禁毒尖兵、
科技能手。

2009年7月，郭延军从内蒙古大学
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考入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县公安局刑警大队。3个
月后，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发生了震惊全
国的“10·17”暴力越狱案件，4名在押
重刑犯杀害狱警后逃脱。

当日，呼和浩特警车穿梭，警笛鸣
叫，社会上人人自危，气氛骤然紧张起
来。经过连续 60多个小时的警民联
查，10月20日8时许，郭延军和同事们
在和林格尔县台几村的山坡上，发现了
越狱罪犯。穷凶极恶的罪犯劫持人质，
驾驶抢劫的车辆疯狂逃窜，慌不择路导
致侧翻。抓捕时机稍纵即逝，郭延军第
一个冲上前去，迅速夺下罪犯李某手中
的镰刀并将其制服，人质获救。而此
时，另一名罪犯高某扑上来持刀猛刺，
千钧一发时刻，高某被增援的民警当场
击毙。

郭延军颈部、手部多处被划伤，主
治医生告诉郭延军：“你命真大，刀伤离
主动脉也就2毫米！”在当时的条件下，
如果扎到动脉上，基本没有挽救的可
能。

多年后有人问郭延军：“你与越狱
歹徒搏斗，没有害怕吗？”“真正的勇敢，

是当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敢于
直面歹徒的尖刀。既然选择了当警察，
我便早已作好随时面对危险的准备。”
这个达斡尔族汉子说话掷地有声。

2011年，郭延军调到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
他的心。郭延军亲眼看到一个只有14
岁的小女孩，头发凌乱，双眸呆滞，脸色
蜡黄，瘦得没了人形。“我从未想过，毒
品能将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摧残成这
般模样！”

实际的禁毒工作，远比电影情节更
加复杂、更加艰苦、更加富有挑战。郭
延军曾一个人潜入布满玻璃和垃圾的
深水中寻找证据，也曾无数次在寒冷的
冬天彻夜蹲守。近年来，郭延军参与侦
破了公安部目标案件“15-0615”跨省
贩毒案、“7·21”涉枪团伙贩运毒品案等
50余起部省级重特大毒品案件，沉重
打击了毒品犯罪，也逐渐摸索出一套卓
有成效的工作方法。

2016年，郭延军被选派参加全国禁
毒情报侦查专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警
界精英，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负组织信任
和重托，要给内蒙古公安队伍争光。

接下来的6个月，他放弃了所有休
假，全身心投入案件侦查。为了获取第
一手线索，郭延军与同事多次深入毒情
严重地区，近距离观察毒贩行踪，缉毒

足迹遍及多个省份。调训期间，他先后
协助滇、闽、川、晋等省份公安机关破获
4起公安部督办案件，抓获贩毒嫌疑人
46人，缴获毒品30余公斤；他撰写的3
篇报告全部被评为公安部A级报告；他
也被评为当年调训的最佳学员。

从此，郭延军在行业内声名鹊起，
请教电话、邀约不断。公安部两次抽调
郭延军为全国禁毒情报专班授课，天
津、甘肃、山西等地也先后邀请郭延军
为情报专班授课，向更多的民警传授经
验。

2017年4月，郭延军被抽调侦办赤
峰市巴林左旗“3·22”特大制毒案。“数
据就是线索，再狡猾的狐狸也会留下蛛
丝马迹。”他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郭延军和专案组成员的不懈努力，同年
6月27日，这起内蒙古最大的制毒案件
告破，警方缴获了1.1吨制毒物品。郭
延军准确扎实的数据分析研判工作，得
到了上级和兄弟单位的高度肯定。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
公安”已成为新一轮警务改革的战略
选择。2018年初，郭延军被提任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大数据应用实验室副主
任。他带领团队，啃下了公安科技的
一块又一块“硬骨头”：公安专网融合
技术革新、警务定制APP开发、移动警
务终端应用升级、即时通讯软件建设推

广……短短3年，郭延军牵头开发上线
了4大类16个具有本地特色的智能警
务APP，包括“掌上警校”“青城公安网”

“内蒙移动警务”等，涵盖公安新闻、执
法办案和公安教育训练等多项全局性
业务。其中“掌上警校”APP，还获得了
公安部2018年度“移动应用创新专项
工作优秀成果奖”。这些技术手段有效
提高了执法办案效率，在基层单位被广
泛运用。

2020年 10月，针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高发的严峻态势，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党委重新组建“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郭延军第一时间投入反诈工作。
预警、劝阻、止付、冻结、研判、深挖、抓
捕……一年来，反诈中心全员无休，无
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民警与诈骗分子
拼速度、抢时间。郭延军发挥自身计算
机和研判专长，组织编写了《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电诈资金快速梳理战法》，研
究出了“银行、身份证、手机批量归属分
析”等一系列模型战法，极大地提高了
反诈工作效率。2020年10月，公安部
在全国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以来，郭延
军共分析输出900余条“两卡”线索，协
助有关单位抓获600余名嫌疑人。

入警12年来，郭延军荣立个人一
等功 1次，二等功、三等功、嘉奖若干
次，先后被评为呼和浩特市十佳市
民、政法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他
还是第八届“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全区第一届“感动北疆·最美
警察”。

敢于直面歹徒的尖刀
——记全区政法系统先进个人郭延军

国庆假期，游客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腹地欣赏神奇的小湖泊。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腹地之中，有几片小湖泊非常神奇，湖水呈鲜红色，像血液一样在地表上流淌了上百年，
其中一片湖泊被称为乌兰湖，湖面的形状犹如一颗心脏镶嵌在大地之上，被称为“地球之心”。神奇的地貌特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地球之心”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上接第1版 全国创建了50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298个农业产业强镇。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崔淼认为，互联
网、现代交通等前所未有地缩小了城乡
之间的时空距离，让城乡差异在碰撞中
释放市场价值、孕育新业态，让农村特有
的自然生态、文化底蕴等焕发生机，形成
了驱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这是我们陇南刚刚上市的核
桃……”快手直播间里，有45万粉丝的
梁倩娟向消费者介绍家乡特色农产品，

“今年3月以来，已经开展了100多场直
播活动。”

35岁的梁倩娟，8年前从广东辞职
回乡，创办的网店年销售额从创业初期
的6万元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万元，还
带动400余农户增收致富，其中有100
多户是曾经的贫困户。

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利
用当地优势和各自特长，为乡村发展注
入新动能。

在贵州晴隆，28岁的郑金鹏去年起
选择在家门口就业，成为平台快递骑手，
每月收入最高可达上万元；在河北邯郸，

“90后”小伙魏少桢大学毕业后返乡创
业，通过改良品种和网上销售，让一亩地
收入增长7成。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1%，高于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3.4个百分点。

丰产丰收，在高质高效的农业产业
里

国庆长假，湖南省多地仍处于高温
笼罩中。

4日清晨，太阳初升，在益阳市南县
乌嘴乡的农田里，种粮大户昌建文已经
忙得满头大汗，他正组织多台收割机收
割水稻。

昌建文流转了2600多亩稻田，大
部分是优质稻虾田，采用一季虾一季稻
的模式，每亩产龙虾两三百斤。水稻品
种采用了湖南省农科院推出的最新品
种，亩产稻谷千余斤，收购价格比常规稻
高50%以上。

“我还种了‘稻稻虾’试验田 200
亩。”他说，“稻稻虾”是当地农业部门的
最新科技成果，通过大棚集中育秧的方
式，缩短早稻在农田中的生长周期。“试
验田里稻谷亩产增加到近2000斤，相当
于增加了一季收入。”

南县位于洞庭湖腹地，是传统的“鱼
米之乡”。然而，原来粗放式的种植管理
和对土地掠夺式的耕种，让水稻品质难
以提升，影响农民增收。

“全县耕地面积87.6万亩，推广‘稻
虾种养’60万亩，每亩化肥减少40%至
50%，产值却增加了四五倍。”南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游涛说。

越来越多的农民分享农业高质高效
带来的丰收喜悦。

在全国产粮大县辽宁省昌图县宝力
镇苇子村，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提供代耕代
种、病虫统防统治、肥料统配统施等服
务，降低种粮综合成本，提高种粮收益。

农业兴、百业旺，乡村才会有活力。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开展乡
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加强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

在福建，农业科技的力量让一片叶
子富了一方百姓。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
红团队，以套种大豆、油菜方式经营武夷
山脚下的生态茶园，不仅提升了产量，还

能改良土壤、提高茶叶品质。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

赚。以全国几十万名科技特派员为代表
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入农业生产一
线，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
量创历史新高，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
增”，其中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37.3%，
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认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需农业高质量发展，补上技术、设施、
营销等短板，构建起凸显精细农业特
色，实现农业全产业链融合的现代农
业体系。

美丽画卷，在宜居宜业的乡村里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一笔宝贵

财富。让乡村宜居宜业，是人民群众的
殷切期盼。

国庆节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南猛村召开了一场
特殊的群众会。与其说群众会，更像是
项目论证会。原来，贵州正在全省建设
一批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
试点。作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芦笙舞
艺术之乡的南猛村成为雷山县重点打造
的两个村之一。

记者全程听完3个多小时的会议后
发现，项目清单上有关道路改造、垃圾回
收、电力提升等基础设施的话题，得到的
呼声最高。

“经过脱贫攻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乡亲们一心想要把乡村来个大变
样。”刚到村一个月的蔡孟阳是国家乡村
振兴局派驻村里的第一书记，他对此深
有感触。

根据中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
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
丽画卷。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各
地各部门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接续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让美丽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河北省提出，2021年全省成线连片
建设2000个美丽乡村；到2025年，全省
建成1万个以上美丽乡村，促进农村人
居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在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
中，浙江目前正着力解决好省内山区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进行优势互补着
力蹚出致富新路子……

云南丽江今年将深化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整治、生活污水治理，力争
在5年内创建20个示范乡镇、100个精
品示范村、500个美丽村庄。

山水之间，一抹记忆中的乡愁静静
流淌，美丽风景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海拔1000多米的大巴山腹地，崇
山峻岭，沟壑纵横。湖北省巴东县清太
坪镇倒卜龙村，200多户人家散落在陡
峭悬崖边。

十月的晴天夜晚，满天星斗闪烁。
在村委会所在地，忙完秋收的群众在院
坝自发跳起了广场舞。

“这些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老百姓
也开始锻炼身体、追求健康。”村党支部
书记向运朝介绍，村里既有两江交汇的
秀丽景观，还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
眼下正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家门口吃
上旅游饭。

多彩的乡村，多彩的中国，美丽的乡
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透视乡村振兴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