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6 日，宋玉春
在给牛喂草料。今年
59 岁的宋玉春家住克
旗经棚镇红星村广太河
组，以前他和妻子靠外
出打工为生，2019年返
乡开始舍饲养牛，目前
存栏基础母牛10头，今
年预计落牛犊 7 头，靠
养牛夫妇二人年收入7
万元。

特约通讯员 刘玉国

舍饲养牛
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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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举报方法

1、拨打0476—110
2、扫黑除恶专线
市公安局：0476—5937338
市扫黑办：8282823
3、举报邮箱
市公安局：saoheichue_110@sina.com.cn
市扫黑办：cfsshbjb@163.com
4、来信地址：赤峰市人民政府A451市扫黑办
5、赤峰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专栏：www.cfsgaj.gov.cn
6、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楼“举报接待室”或市涉法涉诉信访接待

分中心“政法委接访室”进行举报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温馨提醒温馨提醒

本报讯（记者 南丁 通讯员 寇玉
梦）日前，喀旗南台子乡召开节后收

心会，安排部署节后工作，动员全体干

部职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全年

工作迅速进入正轨。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提振

精神、归心聚力、收假收心，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运转；要理清工作思路，早动手、

早准备，下好“先手棋”，做到忠诚履职

尽责，奋发担当作为，认真谋划好 2021
年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开门红；要

强化纪律作风建设，杜绝“四风”反弹，

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

律，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南台子乡节后上班召开“收心会”

本报讯（记者 张斐然）近日，《世

界矿业》研究团队按照黄金产量对全

球 80 家生产黄金的矿业公司进行了

排名，赤峰黄金位列榜单且排名快速

前移。

与榜单中其他产量接近的同行有

所不同的是，赤峰黄金发力国际化，产

量较 2019 年增加 1 倍有余，旗下老挝

塞班金矿快速扩产，并收购加纳 Bibi⁃
ani金矿，有望加速提升产量。

说到赤峰黄金，不得不提赤峰市

的有色金属，赤峰市的有色金属矿藏

不仅品种多，而且储量大，目前全市探

明的储量是，铅 560 万吨、锌 895 万吨、

铜 87 万吨、钨 15 万吨、锡 84 万吨、钼

41 万吨。贵重金属探明储量，更是达

到金 97.7 吨、银 2.1 万吨。因此，我市

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命名为“中

国有色金属之乡”，是全国唯一获此殊

荣的地级市。

赤峰黄金登上
2020年全球黄金矿企排行榜

电影院作为人员密集型场所，
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如何确保
观影安全？这份观影指南请收好！

先采取网上购票或者是现场扫
码购票的方式。

在现场购票或者购买其他物品
时也需保持一米线的社交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用手触碰影剧院
的公共设备或者设施表面。

加强手卫生，勤洗手或者用手

消毒剂、消毒纸巾，打喷嚏时用纸
巾、手臂肘部遮挡口鼻。

随身携带口罩，当与其他人近
距离接触尤其是一米距离内时要佩
戴好口罩。

减少与朋友相约观影，进了自
己或者陪同家人观影。在影剧院内
不要有过多的交谈交流，减少聚集
性谈话。

来源：新华网

这份电影院观影指南请收好

本报讯（记者 宋玉静 通讯员 于
倩）新春伊始，松山区铁东街道迎来

了一支 25 人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这群

年轻、高学历、高素质的社区工作人员

是经松山区政府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

队伍。为全面加强社区治理，建设一

支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松山区铁

东街道对新上岗的社区工作人员进行

了业务培训、社区观摩、演讲比武等多

种形式的岗前培训。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对社区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参加培训的人员

纷纷表示，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责任

重大、任务艰巨，经过培训大家明确了

如何做好社区工作的方向，将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社区各项工作中，用心

用情用力服务居民。

铁东街道开展
社区工作者岗前培训

特约通讯员 邱静
通讯员 杨艳峰 刘凯杰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正是

传统新春佳节，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对

于巴林左旗碧流台镇五香营子村王景

成、谭国甫、崔广龙三家商户来说却是

一个永生难忘的新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火，将三家商户十间房屋与货物

全部烧毁，造成了几百万元的经济损

失。

2 月 24 日，巴林左旗信用联社相

关负责人代表联社党委前往碧流台镇

五香营子村火灾现场，看望了受灾商

户，安抚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重拾信

心，振作起来重建家园。左旗联社党

委向每位受灾商户送去 5000 元生活

慰问金，同时碧流台镇信用社为三家

受灾商户提供 20 万元 3 年期无息贷款

和 50 万至 80 万元 3 年期福商卡授信

贷款。用于帮助三家商户渡过难关，

重建家园。遭受火灾的商户王井成感

动地说：“谢谢信用社，感谢党的好政

策。”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左旗信用

联社党委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原则，以赤诚之心，把爱心传到每一

个需要温暖的角落，展现了信用联社

服务“三农”的定位目标，用实际行动

为乡村振兴诠释农信人的责任与担

当。

巴林左旗信用联社党委
帮助遭受火灾商户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乔磊晶）备耕春耕

在即，为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有效

维护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近

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

治，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此次专项

整治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维护农民

合法权益为目标，突出“三个重点”确

保 农 资 市 场 整 治 效 果 ，采 取“ 六 项 措

施”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

突出重点农资商品，以肥料、农膜、

滴灌带和车用柴油等农资商品为重点；

突出重点地区，以农村和城乡接合部、

农资经营集散地、粮食主产区、种植生

产基地为重点；抓住重点环节，以监督

抽查、投诉举报、案件查办三个重点环

节为突破口，严厉查处制售假劣农资、

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行

为。

建立农资市场主体台账。对辖区

农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掌握

辖区农资生产、销售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及行政处罚信息情况，建立健全辖区农

资经营户主体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

从严监管农资产品质量。加大对

农资生产企业的现场检查力度，把住生

产源头质量关；加大对农资经营场所的

检查频次，把住流通供应质量关；加大

农资商品网上监管力度，把住网络交易

质量关。

严厉查处农资违法案件。开展农

资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并强化农资市场

日常监管和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

劣农资等各种坑农、害农行为。

加强农资经营行政指导。提高对

农资经营企业与农民订单合同指导帮

扶水平，督促电商平台经营者加强监

督 ，做 好 亮 照 亮

标经营。

强 化 多 方 协

同监管执法。加

强 与 农 牧 、公 安

等有关部门联合

执 法 ，查 处 一 批

典型案例。对影

响面广、消费投诉集中的农资案件，要

在各类媒体曝光，形成震慑力。

提升农资消费法律意识。展开多

方面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质量安全意

识、识假辨假维权能力。畅通 12315 申

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企业和农民合法

权益。

市市场监管局：整治农资市场 保障备耕生产

本报讯（记者 孟祥迪）日前，赤峰

市肿瘤医院志愿服务工作获自治区卫

健委表彰，其项目“慢病早预防·促进大

健康”被授予“第二届全区卫生健康行

业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荣誉称号，该院

宣传科车晓宇同志获誉“第二届全区卫

生健康行业优秀志愿者”。

近年来，赤峰市肿瘤医院（赤峰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志愿服务工作积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

国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

务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勇于担

当医者初心使命，结合慢病发病率逐

年增长、因病致贫返贫现象逐年增加

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以普及医学科普

知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做好三级预

防、促进身心健康为主题的“慢病早预

防·促进大健康”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从 2013 年至今，该院志愿者的足迹遍

及我市 12 个旗县区的乡镇社区、企业

单位、贫困家庭等，累计志愿服务 828
次 ，服 务 时 长 23 万 小 时 ，惠 及 163271
人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

推动卫生健康行业学雷锋志愿服务事

业实现新发展、助力“健康赤峰”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赤峰市肿瘤医院志愿服务工作获自治区表彰

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广大市民：
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增速并未放

缓，国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几乎每天
都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另外，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警惕，那就是
新冠病毒的传播机理也越来越复杂，
山东省济南市2月23日新增的1例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江苏泰
州入境并在当地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隔离期间3次新冠病毒核酸、抗体
检测均为阴性，已经于2月20日解除了
集中隔离，但是 23 日复检却为阳性。
我市红山区就排查发现1名该确诊病
例密切接触者，2月25日红山区已经向
社会发出了公告，紧急寻找次密切接
触者。

随着新冠疫苗上市接种和国内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清零，社会上又迅速

且普遍出现盲目乐观情绪，扎堆聚集、
不严格验码测温、不戴口罩近距离聊
天等现象着实让我们捏了一把汗，难
道疫情刚出现一点好转，心态就立刻
飘了？

再跟大家啰嗦一句，当前的防控
成果是许许多多一线的同志们用一个
又一个不眠之夜努力换来的，当你正
在和家人享受春节家人团聚的时候，

却不知道我们很多同志仍然奔赴在流
调、检测等一线，抽丝剥茧地努力寻找
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穿着厚
厚的隔离服在实验室坚守岗位。最
后，恳请大家务必要珍惜当前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牢记疫情一日不解除，
防控一日不放松。

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年2月27日

疫情一日不解除防控一日不放松

□通讯员 董垚垚高圆圆
2020年秋季学期起，全区民族语言

授课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

家统编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这是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少

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

重大决策部署。政策推行以来，阿鲁科

尔沁旗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深入贯彻落

实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儒漫是罕乌拉小学六年级学生，推

广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政策推行后，在家

长和老师的引导下，他开始阅读一些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课外书籍来提高自己

的学习水平，为即将步入的中学学习做

好准备。他说：“我利用假期时间读了

很多国家通用语言书籍，语言理解能力

和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为下半

年进入初中之后的双语学习奠定了良

好基础。”

天山五中学生道日娜家里，道日娜

在跟妈妈一起收看电视节目。“对少数

民族孩子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作为家长

我非常赞同，少数民族孩子使用统编教

材对于将来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后他们

可以很好地跟全国各族人民沟通。虽

然开始使用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有老

师、家长、孩子的共同努力，我觉得完全

能够克服这个困难。作为家长，我们平

时要引导孩子多看一些国家通用语言

课外书，让孩子多看一些感兴趣的电视

节目，比如我女儿就特别喜欢看《奔跑

吧》《王牌对王牌》等综艺类节目，这对

于她提升统编教材学习水平也是有帮

助的。”道日娜的妈妈张国华说出了自

己的看法。

走进天山二中的课堂，孩子们在上

自习，推广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政策推行

以来，孩子们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学习，为今后的高

考做了充足准备。

天 山 二 中 的 学

生 乌 雅 罕 说 ：“ 推 行

国 家 统 编 教 材 对 我

们是非常有益的，作

为一名高中生，我非

常支持这个政策，这对于我们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

都有好处，现在我们都在努力学习使用

统编教材。作为一名高二学生，我很早

就有到区外读大学的想法。我们现在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会拓宽我们

的知识获取渠道，全面助力个人成长。”

学习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让学生的成长道路更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