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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警方集中攻坚
“扫黑打伞铲基础”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统一部
署，
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自
10月开始，
将在首府范围内
开展为期6个月的“扫黑打
伞铲基础”
集中攻坚行动。
10月11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了解到，
本次攻坚行动重点为：一
是组建专业打击力量。按
照公安厅的部署和要求，
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呼和

线索核查“三长负责制”和
浩特市公安局“猎鹰”突击
，明确核查
队，并承担重点攻坚任务， “一案双查制”
责任，加快核查进度，严格
打造呼和浩特市扫黑除恶
按期限办结“清零”
，切实
攻坚克难的“尖刀”
。二是
集中开展线索摸排核查。 提升线索核查办结率和线
索战果转化率。三是积极
加大线索摸排广度和深
度。进一步突出重点行业、 开展专案攻坚。抽调精干
办案警力，发挥整体作战
领域线索摸排，广辟线索
优势，整合办案资源力量，
来源，力求在线索数量、质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打
量上实现重大突破，确保
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上下
线索摸排不留死角。加大
功夫，全面实施专案攻坚。
线索核查力度。严格落实

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中的
黑恶势力犯罪，对“套路
贷”
、
“ 暴力讨债”等黑恶势
力犯罪，出重拳、下重手，
坚决予以打击。四是注重
查处“保护伞”
。即严格落
实“两个一律”和“一案三
查”制度。坚持扫黑除恶和
反腐拍蝇同步推进，紧盯
易滋生“保护伞”的关键行

◎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每到供热期，
能否按时供热、
供热质量好坏等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
呼和浩特市

（锅炉房）

万平方米，
占全市总供热面积的49.1%进行了报道。
10月11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呼和浩特热电厂和金山热电厂的供热
机组也开始升温，
共涉及供热面积3000多万平方米。
10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热电厂机组生产车
间，
车间内供热机组已经开始运行，
集控室内的工作人员正
在操控各项数据。
“我们热电厂共有4台供热机组，目前4号
供热机组从今天8时开始升温升压，
到中午出水温度应该能
达到50摄氏度，
到晚上达到60摄氏度以上，
基本能满足供热
初期的供热要求。
”呼和浩特热电厂副厂长潘海鸿告诉记
者，
该热电厂今年的供热面积为2060万平方米，
目前供热区
域为东到呼伦贝尔路，
西到金川开发区，南到南二环，北到
成吉思汗大街。
2015年至今，该热电厂先后投入6.5亿元资
金，
用于环保设施和设备改造，先后完成了4台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同时，按照市政府要求大力开展灰场建设，初步建
成渣土公园标准；目前正在进行35万机组运煤道路迁改工
程，
以解决对周边居民造成的噪声、
扬尘污染问题。
随后，记者在金山热电厂看到，该热电厂的2台供热机
组也开始升温。据金山热电厂的副总经理赵志岗介绍，他
们的供热面积为1000万平方米左右，10月10日供热机组开
始系统冷循环，10月11日11时正式升温供热，预计10月12
日16时左右就能把热送到居民家。

科技特派员陈俊英正在介绍自己种植的农产品
摄影/本报记者 段丽萍
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展示展销中心启动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10月11日，呼和浩特科技特
派员展示展销中心正式揭牌启动。展示展销中心的货架上
摆满了新鲜欲滴绿色无公害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市民
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购买。
“有了这个展销平台，我们种植的农产品可以减少中
间环节直接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上，很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
特派员陈俊英告诉记者，她的绿联合作社里共有20多种蔬
菜水果进入了该展销中心。据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科技创新
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建中介绍，有了展示展销中心既可将
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进行展示和推广，又
可以直营，降低流通成本，推动农民增收。进入产销中心的
农产品涉及8大类200多种，包括蔬菜、瓜果、蛋奶、鲜花、肉
类等等。这里的农产品都是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自己种
植、养殖以及加工的农产品，
可以做到本土、放心、
质优。
据了解，
呼和浩特市现有科技特派员600人，
服务的农业园
区、
基地202个，
培训农民2万人次，
开展基层科技服务10万余次。

首府地区O型血严重告急：
呼吁广大市民积极献血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
10月11日，内蒙古血液中
心通过本报发布消息：近
期街头献血人数减少，血
液库存仅为11万多毫升，
尤其O型血液库存仅剩
5400毫升，降至警戒线下，
距离O型血正常库存量8万
毫升有很大的缺口，出现
了血液偏型告急情况。为
了保障临床血液供应，血
液中心呼吁广大市民，积

极参加无偿献血。
据内蒙古血液中心新
闻发言人吴南介绍，近期
以来，O型血的急诊、手术、
孕产妇用血量急剧增大，
采血量与用血量严重不
符。以往街头采血点每天
有近百人献血，但最近由
于天气转冷，献血者大幅
减少。
为了缓解O型血的紧
张情况，内蒙古血液中心

（辅警）

微消息

供热面积3000多万平方米
首府两家热电厂送暖

公用事业管理局要求首府各供热企业在10月10日试运行，
10
月15日必须无条件保质保量按时供热。
10月11日，
本报刊发了
消息《首府部分供热企业昨日开始点火升温》，
对10月10日首
府启炉升温的供热单位
共18家，
涉及供热面积7081

业和重点领域，深挖 “黑 “村官”排查工作。五是坚
伞”线索，强化与法检、纪
决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
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 础。在侦办涉黑涉恶案件
严查严打涉黑涉恶公职人
中，要充分运用资金查控
员，确保涉黑涉恶“保护
手段，强化对涉案财物来
伞”应除尽除；坚决整肃警
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
纪。刀口向内，深挖彻查公
值的调查取证，全面查清
安民警
黑恶势力的全部资产，依
涉黑涉恶或
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违
法犯罪行为；积极开展村、 结等措施，充分运用追缴、
没收等手段，彻底摧毁黑
社区“两委”候选人员和当
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选人员前科劣迹及黑恶

积极协调走进高校采血，
同时也从周边盟市紧急调
运了1万毫升O型血，以备
急诊手术用血。
据介绍，为了感谢献
血者的无私奉献，凡参加
无偿献血的市民都可以领
取一份爱心纪念品
，献血时
要带上有效身份证件进行
实名献血。对团体献血，血
液中心会根据报名情况就
近安排献血或者献血车上
门服务。
目前，
在首府地区共有
4个无偿献血点，
分别是：内
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

与节能台灯任选）

（水杯

（金桥

开发区世纪四路东侧）
（海亮东门）
（摩尔城
A座楼下）
（乌兰察布路内蒙古自治
区第三医院东）。

、海
亮爱心献血屋
、
摩尔城爱心献血屋
和乌兰献血屋

此外，今年，北方新报
社与内蒙古血液中心继续
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公益
联盟”宣传活动，邀请企事
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社会
团体、公益组织以及爱心
人士加入，联盟将汇集更
多社会力量，为呼和浩特
地区临床用血提供更多的
血液储备。爱心邀请热线：
0471-6659612、6659613。

●从9月下旬开始，呼和浩特市禁毒办在全
市物流寄递业开展为期百日的专项查缉行动，和
林格尔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根据部署对全县12家
快递公司2家物流公司开展公开查缉，未发现涉
毒违法现象。
（云哈图）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首
府定于10月15日开通新的二环快速公交站点，启
用市民群众出行诉求较高的快速路2号线丰州南
路站、石羊桥南路站（双向）、云中路站（双向）。
（郝儒冰）
●10月10日，一位居民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西菜园附近的一处拆迁工地内发现大量子弹。经
玉泉区西菜园派出所民警清点，共有130余枚步枪
和冲锋枪子弹。随后民警进行了登记造册，下一步
交玉泉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统一销毁。（刘 惠）

中风病的预防
中风病是以猝然昏扑，不省人事，言语謇涩、口舌
歪斜、半身不遂或半身麻木，或未见昏扑而仅见半身
不遂、口舌歪斜等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疾病。相当
于现代医学的脑血管病。
根据患者症状持续时间的长短分为中风先兆
和中风；依据患者疾病的性质分为缺血性中风
和出血性中风。现代医学称为脑卒中，包括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TIA）、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
中风病的不可调控危险因素有年龄、性别、家族
史、种族等。可调控的行为因素有吸烟、酗酒、抑郁、焦
虑、少动，可调控的疾病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
血症、肥胖、心脏病、颈动脉狭窄、高同型半胱氨酸等。
具备这些危险因素的人都属于危险人群，危险因素越
多患病几率越高。而且目前发病有低龄化的趋势。
发生中风后，首先家人不要慌张，让患者平卧于
床上，头要歪向一侧，松开衣领和裤带，保持呼吸道通
畅，防止患者呕吐发生窒息及误吸，立即拨打120。准
备好患者的病历、片子、药物、医保本、医保卡。如家里
有血压计可量一下血压。
中风病可防可治。膳食平衡，宜杂不宜精，食物多
样化，少吃油腻煎炸食品，少盐。生活规律，戒烟限酒，
适当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任郭增元：

中风）

（小

主任
医师、教授、硕导。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中风、头痛、眩
晕、失眠、焦虑、抑郁等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