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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2018专项行动：治乱疏堵 畅通出行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记者昨日从自治区公安厅
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
6
月11日至8月20日，全区公
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代号
为“畅行—2018”的城区交
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最大程度屯警路面，在
主要路口设立固定交通指
挥岗，特别是加强关键部

位、堵点的路面交通管控
力度，治乱疏堵，畅通广大
市民出行。
据了解，专项行动期
间，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会
同市政、城管等相关部门，
全面排查辖区堵点，特别
是对占用公共道路资源的
各类违法设施、城区道路
交通“微循环”不畅的梗

阻、城区主干道路中央不
必要的减速带
以及老
旧、失效、不符合国家标准
的交通信号灯和监控设备
逐一登记备案；对占用公
共道路资源的各类违法设
施应拆尽拆，城区主干道
路中央不必要的减速带
全部拆除，老旧、失
效、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交

（垄）

（垄）

通信号灯和监控设备淘汰
更新率要达到80%以上；交
管支队、大队30%的警力下
沉一线，最大程度屯警路
面，全面推行“固巡结合”
交通管控手段。
通过专项行动，全面
实现城区路面管控“两提
升两降低”的目标：一是提
升路面见警率，降低城市

乌兰牧骑记忆
6月14日，观众们在内
蒙古美术馆通过一幅幅老
照片了解乌兰牧骑的历史。
当日，由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主办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内蒙古乌兰牧骑60年图片
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
本次图片展为期20天，共展
出乌兰牧骑不同时期的400
余幅黑白老照片，那一幅幅
珍藏着珍贵记忆的流光掠
影引领着观众回顾乌兰牧
骑60年的光辉历程。
摄影/本报记者 辛永红

交通拥堵指数。在最大程
度屯警路面的同时，督促、
引导一线民警，不仅在位
更要在“状态”，强化路面
的组织指挥、管理疏导，实
现城市“疏堵保畅”工作全
面破局，显著降低全区城
市，特别是中心城区交通
拥堵指数。二是提升城市
道路重点交通违法现场查

处量，降低电动车肇事、肇
祸几率。紧盯城市道路“三
驾”
、
“ 三乱”
、
“ 两闯”
、
“两
牌”以及不礼让斑马线等
重点交通违法，持续加大
现场查处力度。同时，集中
优势警力，在电动车通行
流量大的重点路段、时段，
深入开展电动车交通秩序
专项整治。

本报携爱心单位第二次服务中考：为考生加油！
（上接1版）中考期间，我们的融媒体团队会及时发布
与中考有关的各项信息，并与学校、家长、考生密切联
系互动，开展报考咨询会等一系列活动，敬请关注。
此次活动中，爱心企业君怡连锁酒店旗下的两家
酒店再次携手本报，为考生们提供60间免费午休房。
这
两家酒店分别为展东路店

（内蒙古展览馆对面，电话：
8903222）、兴安路店（维多利国际广场往北200米路西，
电话：5160333），中考期间，有需要免费午休房的考生可
提前致电酒店前台进行预订，
每张准考证只限登记一个
房间，
酒店还为入住的考生免费提供酸奶、
矿泉水等。

第二届全区大学生网络文化节昨日开幕
新报讯（记者 辛永红）

6月14日，
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网信办、自治区团委主
办，
内蒙古大学承办的
“青春放歌内蒙古 奋斗引领新时

第二届乌兰察布美食文化节7月举办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第七届中俄蒙美食文化节
暨第二届中国乌兰察布美
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13日
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宣
布，本届美食节将于7月
17~23 日 在 乌 兰 察 布 市 集

西部持续高温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内蒙古气象局昨日发布消
息称，
近日我区西部一直被
高温天气“围控”
，烈日炎
炎，
阿拉善盟局地牧草已呈
现假死状态。
14日西部地区
仍处于35摄氏度以上的高
温天气。
预计15日起西部降
水增多，
部分地区旱情有望

宁区吉祥广场及各旗县区
隆重开幕。
本届美食节主题为
“品绿色美食，享避暑天
堂”
，由四大板块、10项大
型活动组成：一是美食展
示和厨艺竞赛，包括乌兰

察布五彩宴席展示、千人
奶茶大赛、千人搓莜面大
赛、第三届世界烹羊大赛、
中俄蒙厨师表演展示和第
二届乌兰察布特色名小吃
展示共6项活动；二是绿色
食材、农村振兴成果展示

推 介 、招 商 洽 谈 ；三 是 餐
饮高峰论坛和第四届中
俄蒙国际摄影节暨大美
乌兰察布摄影展；四是助
推旅游活动，开展百团万
人乌兰察布旅游美食摄影
行。

阿拉善牧草
“假死”
得到缓解或改善。
6月上旬，阿拉善盟几
乎无有效降水。目前，阿拉
善贺兰山沿山地区、阿左
旗偏北部诺日公、阿右旗、
额济纳旗大部重旱，其余
地区轻旱。
据内蒙古气象台预
计，15日起，全区自西向东

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呼伦
贝尔市东部有大到暴雨。
16日阿拉善盟东部、乌海
市、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
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
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
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
市大部、兴安盟东部、呼伦
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有小

雨，阿拉善盟东北部、乌海
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
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
呼和浩特市西部有中雨，
巴彦淖尔市南部偏南、鄂
尔多斯市西北部、
包头市西
南部有大雨，
个别地区有暴
雨，
上述地区伴有短时雷电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我区3所高校6个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
“第一方阵”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记者昨日从自治区科技
厅了解到，内蒙古3所高
校6个工科专业通过了教
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
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协会认证，这标志
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
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

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
阵”。
在 被 认 证 的 全 国 198
所高校的846个工科 专 业
中，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土
木工程、采矿工程、金属材
料工程及安全工程共4个
专业通过专业认证；内蒙
古农业大学的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2个
专业通过专业认证；内蒙
古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专
业通过专业认证。
据悉，中国每年有约
120余万工科专业 本 科 毕
业生。通过认证专业的毕
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相关
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执

业资格或申请研究生学位
时，将享有当地毕业生同
等待遇，为中国工科学生
走向世界提供了国际统一
的“通行证”。
2016年，中国正式加
入国际工程教育 《华盛顿
协议》组织，工程专业质量
标准达到国际认可。

代”
全区第二届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在内蒙古大学开幕。
此次大学生网络文化节由“青年之声·新媒风采”
全区高校网络新媒体文化交流、
“传播网络正能量·争
做校园好网民”全区大学生网络文化作品征集及展
示、
“网络育人共筑梦·e网无前勇担当”全区高校网络
宣传思想教育优秀成果推选展示三大板块组成。活动
涉及论坛研讨、专题培训、
“微”作品征集、网络歌手大
赛、思政微课大赛等9项活动，利用官微平台展示、主
题网页制作、新媒体应用搭建、手机移动端推送等手
段，集中展现我区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我区高考网报志愿讲座必须备案审批
新报讯（记者 王树天）

6月14日，自治区教育
招生考试中心通过官微发布消息，为进一步做好高考
网上填报志愿相关培训，规范培训行为，提高培训质
量，正确引导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防止混淆视听、误导
考生及家长，近日，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联合下发通知，确定2018年内蒙古举办高考网上
填报志愿类咨询培训活动及讲座实行审批备案制。
通知明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是2018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的责任主体，各高中学
校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培训和指导主体。
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中学举办网上填报志愿相
关咨询、
培训及讲座，
无需审批，
但要向所属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或上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备案。
其他单位、
社会团
体、办学机构或个人若举办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相关的咨
询、
培训及讲座，
凡一次活动在50人以上的必须向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申请，
获得批准备案后方可按规定举办。
通知要求，各地若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上发布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相关内容，须按举办培训及
讲座的程序履行审批备案手续。

（含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等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