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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首府 3

内工大毕业典礼：王林教授幽默致辞走红

10家餐饮企业因油烟噪音被停业整顿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7月6日，记者从相关部

门了解到，首府10家餐饮企业因油烟、噪音排放未达
标被停业整顿。记者了解到，由城管部门牵头，联合食
药、环保和公安等部门，对餐饮业油烟污染开展集中
联合整治行动，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违规经营、油烟、噪声污染
严重的部分餐饮企业进行停业整顿，待整顿达标后方
可重新营业。

其中，停业整顿的餐饮企业具体名单如下：
赛罕区滨河湾小区米客牛肉饭加工厂、赛罕区世纪

五路全聚德饭店、玉泉区盛世东元小区东门冰城烧烤店、
玉泉区大西街瑞福祥削面骨头馆、回民区光明路什拉
门更路北回味楼饭店、回民区县府街西延伸段路北北
亚一岁羊饭店、新城区幸福小区周边的喜霞快餐店、四
喜私房菜饭店、聚腾源烧麦馆和乌兰私房菜饭店。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7月10日，由内蒙古科协主
办的2018年“内蒙古自治
区知识产权战略巡讲暨国
际科技成果推介会”在呼
和浩特市启动。会议主题

“精准服务企业科技创
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共吸引了全区近150
家机构、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的300余名科技工作

者参加。
会上，内蒙古科协还

为2017年度企业服务先进
工作者、2017年度企业服
务先进单位奖的机构和个
人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据了解，自2012以来，
内蒙古科学技术协会连续
7年开展双创科技信息企
业推广应用服务工作，为
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在我区

企业的转化应用，提供跟
踪培训、案例培育、成效分
析等精深服务，帮助企业
实现信息挖掘、转化吸收，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降低
创新成本，累计服务企业
1300余家，对接帮扶企业
452家。

据内蒙古企业创新服
务中心副主任杜建峰介
绍，此次知识产权战略巡

讲将相继在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阿拉善、乌
兰察布、巴彦淖尔、呼伦贝
尔、通辽等盟市举办，面向
科技型企业展开国际专利
信息大数据的精准培训、
对接和培育服务，推动国
际先进专利信息在广大企
业的普及和应用，推进科
技成果与企业创新需求的
深度融合。

12309检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7月9日，呼和浩特市人

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揭牌并投入使用，群众
可通过门户网站、服务热线、移动终端等多种方式，享
受各级检察机关“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12309检察服务中心由网上平台和实体
大厅组成，集合了检察服务、检务公开、接受监督等功
能，涵盖了代表委员会联络、人民监督员监督、控告申
诉、国家赔偿、法律咨询等事项。12309检察服务中心
实体大厅启用后，将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
群众“只进一个门”就能办成事。

噪音扰民
维多利一超市楼顶冷却塔被查封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没有隔音设备，运行中
的冷却塔动静不小，对周边居民造成滋扰……7月10
日，新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对扰民冷却塔进行查封，
要求管理者限期整改。

7月9日，12319城管热线接到市民投诉电话，反映
成吉思汗大街维多利超市楼顶冷却塔噪音太大，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商场采取措施降低噪
音，减少影响。

新城区城管局接到案件后，与环保局等职能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现场发现，1台大型冷却塔在没有任何
隔音设置的情况下运行，其工作时产生的噪音，直接
传播到临近的住宅楼。

“经过第三方检测，城管局执法人员对发出噪音
的冷却塔设备进行临时查封，责令商场限期整改，并
将处理结果对居民进行了及时回复，还居民一个清净
的休息环境。”新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新闻连锁

内蒙古科协知识产权战略巡讲在呼和浩特启动

我要当
小小讲解员

7月10日，小小讲解员

正在内蒙古博物院进行学

习。当日，内蒙古博物院

2018年暑期小小讲解员培

训班第一班与广大观众见

面了，80多位小讲解员将

在为期10天的培训中度过

兴奋而快乐的博物院之

旅。在培训中，小学员们将

掌握了解一个展厅的内

容，从一字一句的朗诵讲

稿，逐渐转变为与观众侃

侃而谈，成长为小小讲解

员。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新报讯（记者 王树天）

7月10日晚，呼和浩特市
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了
《2018 年 呼 和 浩 特 市 普
通 高 中 统 招 录 取 分 数
线》。

《2018年呼和浩特市
普通高中统招录取分数
线》显示，今年呼和浩特

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为：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460.7分，第二中学500分，
第六中学 375.6分，第十四
中学433.7分，第十八中学
384.5分，第三十八中学
342.2分，铁路第一中学
405分，土默特中学（自治
民族班）340.1分，土默特中

学（非自治民族班）386.2
分，土默特中学（加授蒙古
语文班）305.8分，内蒙古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汉授）
481.6分，内蒙古师范大学
附属盛乐实验学校397.1
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
第二中学443.8分，第五中
学341.7分，第七中学308

分，第九中学300分，第十
二中学300分，第十六中学
361.4分，第二十一中学
300分，第二十八中学300
分，第二十九中学344.9分，
第四十中学300分，回民中
学324.7分，铁路第二中学
317.3分，北京四中呼和浩
特市分校414.9分，赛罕区

民族中学307.1分，实验中
学 （察哈尔校区）399.7
分，内蒙古航天中学300
分，桥华学校397.5分，敬
业学校410.4分，金马学
校300分，剑桥中学303.2
分，锦盛达学校300分，开
来中学300分，国飞学校
300分，喜善中学300分，

蓝天中学300分，英华学
校300分，国星中学300
分，新民学校300分，内
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蒙授附中班）549 .1分，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蒙授蒙校班）495.9分，
蒙古族学校（蒙语授课）
295.4分。

呼和浩特市普通高中统招录取分数线公布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王祎曼） 又到
毕业季，最近两天，内蒙古
工业大学电力学院教授王
林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芳华永驻，无问西东》在
朋友圈疯传，不少同学都
被老师深情隽永的致辞感
动，纷纷在朋友圈发帖称：
最后一晚，这是目前听到
最漂亮的发言稿。王林教
授致辞的视频被学生发到
网上后，同样引来不少网
友围观，大家纷纷点赞留

言：又是别人家的学校，别
人家的老师。

“世界杯硝烟未尽，
你们却要挥手作别。几天
前，德国队告别这个足球
盛宴的时候垂头丧气，几
天后，你们告别这个美丽
校园的时候意兴阑珊。同
样是过往，同样是告别，
2018年盛夏的告别如此
天上人间，因为和德国队
的告别是孤独的巅峰，而
目送你们告别是满怀希望
的憧憬，迎接你们告别的

是海阔天空。芳华永驻，无
问西东……”7月6日举行的
毕业典礼上，王林教授新
潮、幽默的演讲获得学校
老师和同学雷鸣般的掌声
和广泛的转发，而这，并不
是他第一次在毕业典礼上
致辞。

7月10日，记者在内蒙
古工业大学采访时了解
到，王林是内蒙古工业大
学电力学院教师，风度优
雅，风趣幽默，平时就爱
写作、写诗，除了给学生

上理工科的专业课，还给
学生上人文类的选修课
《科学素养与文学素养》，
2012年至今，他写下《观金
川·意图斯年》《摸鱼儿》等
不少诗篇。王林对于自己
的走红显得有些意外，他
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
始，受学院委托，我常常在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教
师发言。这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发自肺腑的说说心里
话，给毕业生们加油打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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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五不扛

2018年7月11日 责任编辑：高玉珍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颜 华

分类广告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QQ订稿：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

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
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等零星整修工程
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
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
等零星整修工程”项目的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
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婧 吴超 电 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2018年07月09日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7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7/17/24号3480元/人
华贵升级版—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7月21/28号4380元/人
网址：WWW.CH.COM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8月日本篇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8月18号6999元/人（呼市起止）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5号 5580元/人（呼市起止）
济南\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8日游（山东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2号 6999元/人（呼市起止）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箱根半自助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东京一天自由活动）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3号6999元/人起（呼市起止）
网址：WWW.CH.COM0471-69679246297729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南街95号 质量监督电话：
0471-4608315

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0471-6287654经营许可证号：L-NMG-CJ00001

鄂尔多斯直飞贝加尔湖6日游
呼和浩特直飞台湾环岛8日游
呼市直 飞普吉 岛包机8日游
日本本州温泉美食6日游

4280元/人起

3780元/人起

3680元/人起

8480元/人起

严正声明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出现某些学校未经我校同意及

授权的情况下，以我校名义进行虚假招生，对我校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且对我校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
害。因此我校特此声明：呼和浩特市政协补习学校是经
赛军区教育局批准并下发办学许可证的合法民办教学
机构，具有办学资质，并且我校于2017年7月至2018年5
月没有授权任何一所学校进行招生，如有其他学校以我
校名义冒名招生，我校将采取刑事报案及民事诉讼等法
律手段，予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我校地址为：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东路160号。电话：0471－6288354。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政协补习学校
2018年7月9日

减资公告
内蒙古斯图勒格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7

月10日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41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万
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伊拉巴特 联系电话：18618189448

内蒙古斯图勒格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0日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售海东路高层精装房，南北
通透，带车库，13190513144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房产销售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转让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公告声明

聘男女特卫协助交警特警
工作，劳务派遣制3679985

单位招聘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王金莲，女，遗失失业证，号
1501230113000541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金宝宸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5010255814162
XC声明作废。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PPPPPPPPPPPPPPPPPOOOOOOOOOOOOOOOOOSSSSSSSSSSSSSSSSS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李华清遗失身份证，号421
023198811067111声明作废。
●赛罕区钦靓青瓷经营部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内
地税字1526311969041806
57号，声明作废。

●戴怡婷遗失出生证，号
G150138932声明作废。

●不慎将晨骏物流蒙A5Q3
98车辆通行证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沃力新能源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查询密
码，账号590500788019000
00038；开户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金桥支行，特此声明。

●新城区卓远汽车修理厂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丢失，证号150102001984。
特此声明。

●刘青遗失塞外安居新城
A9-2-1207室公租房租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GXC20172925声明作废。

●李爱国遗失阳光美居19
号楼502室公租房租赁合
同，声明作废。

●包萨茹拉遗失教师资格
认定申请表，编号：201615
00612000742，特此声明。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
有小，家庭与事业的重担
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但
他们从不叫苦叫累，有病了
挺着，困了饿了也要加班加
点，默默承受苦闷与委屈，
扛下多重压力的后果是健
康出了大问题。所以，人到
中年要做好以下几点：

不扛病 胃疼了吃点
胃药，肩膀疼了贴膏药，头
疼了吃点去痛片，这些已经

成为不少中年人的生活常
态。殊不知，头疼、胃疼、身
体发麻等症状都可能是身
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味漠
视，容易小病拖成大病。比
如，经常头疼、头晕可能与
高血压、颈椎病有关；经常
胃疼可能是患了胃溃疡、十
二指肠溃疡，需要做胃镜排
除恶性病变；上下楼吃力、
心慌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

不扛饿 研究发现，饥

饿时血糖降低，会产生头
晕、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
问题，甚至影响大脑功能，
导致智力下降。另外，不按
时吃饭的人比正常饮食者
的胆固醇高33％。经常不按
时吃饭，胆囊不收缩，久而
久之会引发胆结石。因此，
饿了不要过度拖延，可以吃
些水果、饼干、喝点水等，及
时给身体“加满油”。

不扛困 熬夜，容易打

乱生物钟，导致患冠心病、
高血压、心肌梗死的几率
升高。睡眠不足还会导致
脱发、脾气暴躁、注意力不
集中等问题。建议晚上尽
量在11点前入睡，早上7点
左右起床。即使不能保证
睡眠时间，也要适当补觉，
提高睡眠质量。

不扛累 人的很多疾
病都是累出来的，长期过
度疲劳会出现焦虑、失眠、

记忆力减退、精神抑郁等
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
猝死。当感觉体力不支时，
证明你已经处于劳累状态，
必须好好休息，恢复体力。
要调整好工作和生活节奏，
让自己慢下来，享受当下，
反而会提高工作效率。

不扛压 中国人的性
格比较隐忍，很多年男性有
苦有累自己扛，有了苦闷情
绪也憋着不说，长期精神高

度紧张、得不到释放，就会
扛出大问题。所以，一定要
学会为自己减压。一是积极
面对难题，正确认识自己的
身体素质、知识才能、社会
适应能力等，尽量避免做一
些力所不能及的事；二是可
以约三五好友郊游、拥抱大
自然，到户外做做运动或者
去唱唱歌；三是按摩也有助
于释放压力。

（据《生命时报》）

耳鸣久拖不治后患多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耳鸣的
经历，多数时候它都是一
过性的，但是持续、单侧、
高调耳鸣，或伴有失眠、焦
虑等症状，那就要引起重
视，因为小耳鸣背后有可
能藏着大疾病。

耳鸣可以短暂或持续
性存在，严重的耳鸣可以
扰得人一刻不得安宁。如
果是短暂性的耳鸣，一般
是生理现象。如果是持续
性耳鸣，尤其是伴有耳聋、
眩晕、头痛等其他症状，则
要提高警惕，尽早就医。到
医院做一些常规检查，包括
耳鼻咽喉科的常规检查、听
力学检查、耳鸣测试等。

耳鼻喉科专家提醒：
如果经常出现听力异常、
耳鸣、身体平衡障碍、耳
闷、耳胀等，尤其是在一侧
耳朵发生时，就要特别引

起注意了，不要以为是过
节太累了引起的疲劳，或
者感冒继发了中耳炎之
类，有一种叫做听神经瘤
的疾病很容易与之混淆。
当然，单靠自己是无法判
断患病与否的，一定要尽
早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咽喉
科进一步排查，明确病因
再治疗。这里要强调的是，

耳鸣可大可小，重视小耳
鸣，才能警惕大疾病。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导致突然耳鸣的原因很
多，可能是中耳炎、耳硬化
症、声损伤等耳病引发，也
有可能是鼻咽癌、心血管
病、听神经瘤等某些严重
疾病的先兆症状。

（据《大河报》）

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毛孔

夏季易面瘫
有的人清晨洗脸、漱

口时突然发现一侧面颊
动作不灵、嘴巴歪斜，这
时就要警惕面瘫了。面神
经麻痹俗称“面瘫”，以面
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
碍为特征，一般表现为口
眼歪斜，患者往往连最基
本的抬眉、闭眼、鼓腮等
动作都无法完成。

引起面瘫的原因很
多，那么如何预防面瘫
呢?

1.生活中，应避免空
调、电扇直吹身体。遇到
大风和低温天气，出门时
要轻拍、轻按面部、耳后、
颈部的一些重要穴位，增
加自己的御寒能力。

2.饮食均衡，多吃水

果蔬菜等高纤维食物，多
吃鸡蛋、大豆等高蛋白质
食品。忌烟酒、戒辛辣食
物及咖啡等。

3.要以乐观平和的精
神状态面对工作和生活，
减轻心理压力，避免过度
劳累。面部出现麻木等不
适，应该及早就医。

（据《健康报》）

夏天，如果特别怕
热，可以试试通过艾灸
（或者晒太阳）从而打开
毛孔，让体内的寒湿出
来，使体内环境和外在夏
季保持和谐互通，你会发
现你不再怕热，身体非常
舒服，不再依赖空调。所
以黄帝内经说夏季要“无

厌于日”。
而我们今天的流行

文化是一到夏天就躲避甚
至咒骂太阳，然后吃冷饮、
喝冰水，再吹空调，这就等
于既不让寒湿出来，还增
加寒湿，且把排寒湿的毛
孔通过吹空调一直关闭
住，这样人当然不舒服。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
们只要改变自己，让自己
拥有与外境和谐交流的
能力，才能适应并改变外
境。可见让我们痛苦的不
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
缺乏调整自己心态、改变
自己不良习惯的能力。

（据《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