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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记者 刘 惠）

3月6日，在第109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之
际，由自治区妇联、呼和浩
特市妇联联合申请建设的
妇女儿童公园落成揭牌，
这是自治区首个以妇女儿
童文化为主题正式对外开
放的公园。

妇女儿童公园位于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科尔
沁南路东100米，面积41.7
公顷，采用多种表现手
法，融入广大妇女儿童健
康快乐的生活理念，突出
富有内蒙古地域和民族
特色的妇女儿童文化氛
围，通过主体雕塑、妇女

运动史文化墙、她·魅力
展厅、志愿·风广场、家·
文化长廊等内容，打造弘
扬母爱精神、促进家庭和
谐、维护社会稳定的景观
空间，是一处集休闲娱乐
游览、文化展览展示为一
体的首府妇女儿童户外
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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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际妇女节 我区隆重表彰先进

我区首期150名金银牌人民调解员参加培训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3月6日，全区首期金牌和银牌人民调解员培训班正式开

班，共有150人参加培训。举办这次培训班，是自治区司法厅打造一支能够服务党委政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具体举措，对于加强新
形势下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升业务能力水平，具有深远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解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既有理论解读、又有业务实践和
研讨交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参加培训的金银牌人民调解员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课程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掌
握了技巧，提升了综合业务水平，达到了了解政策、提高素质、提升调解能力的目的。

近年来，我区人民调解信息化建设发展迅猛，大力推行移动智能终端JIPAD、人民调
解手机APP和4K智能机顶盒公共法律服务电视终端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应用，借助于信
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效能，有效为基层群众提供了更加
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助推人民调解创新发展。

据了解，全区共有76000多名人民调解员，其中金牌、银牌人民调解员有300名。去年，
全区人民调解员共调解各类案件13.1万件。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9周年，2月27日，自治区
妇联举行纪念“三八”国际
妇女节暨自治区三八红旗
手（集体）表彰大会，授予
李一之等10人自治区三八
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授
予席艳华等100人自治区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授
予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东

路街道福利社区等50个单
位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荣
誉称号，来自全区各行各
业的妇女群众代表近350
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上，5位获奖女
性代表作了典型发言，她
们分别是：社区里的“管
家婆”、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通道街三顺店社区党
支部书记李一之，长期从

事固体废弃物资源高值
利用并实现产业化成果
转化的内蒙古科技大学
白云鄂博共伴生矿废弃
物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张雪峰，自强不息创造
美好生活的赤峰市宁城
金麦穗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月嫂张艳凤，扶贫能手
乌兰察布市绿康源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美兰，放歌草原60载的内
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乌兰牧骑第一
代队员金花。

“我唱了60年的歌，今
年已经77岁了，但还想继
续努力。今年我打算再回
乌兰牧骑，为农牧民去演
唱，争取做一名发光发热
的乌兰牧骑老队员。”精神

矍铄的金花在做典型发言
时，深情回顾了自己放歌
草原60载的艺术生涯以及
伴随乌兰牧骑走过的岁
月。她的故事和经历深深
地感动并激励着在座的妇
女群众。

据悉，自治区妇联从
2018年4月开始，通过层层
推荐和利用网络新媒体广
泛推荐的形式，在全区开

展争当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集体）活动，经过组织推
荐和社会化推荐，选树自
治区三八红旗手标兵10
名、三八红旗手100名和三
八红旗集体50个，旨在通
过培养、选树和宣传先进
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激励
引导广大妇女为“建设亮
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
梦”建功立业。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3月7日，记者从自治区
妇联了解到，3月6日，全
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纪念和表彰大会，表
彰了2018年度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

我区共有6名女性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分别是内蒙古师范大
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院教授敖其、中国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分队队长邢彩霞、中国
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集宁车站售票值
班员张淑芳、赤峰市喀
喇沁旗牛家营子镇水泉
村妇联主席贾彩莲、阿
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曼德
拉苏木浩雅日呼都格嘎
查牧民宝花、内蒙古北
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防务事业部406车间数
控铣工段佩丽。

有6个集体获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称号，分别是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伊兰社区、兴安盟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苏尼特右旗公安行政服
务中心、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
斯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服务调度指挥中心、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
诊部、乌海市税务局妇委
会。

新报讯（记者 郝儒

冰） 3月6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城管局了解到，
为鼓励公民参与城市管
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首府决定对举报违反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
行为进行奖励，最高金额
200元。

记者了解到，根据
《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和《呼和浩
特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的规定，呼和浩特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决定对
举报违反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奖
励，举报范围在科尔沁快
速路以西、大黑河以北、
金六道以东、G6高速公路
以南范围内，举报内容包
括机动车车窗抛物，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不密封，建
筑垃圾、物料运输车辆沿
途遗撒污染城市道路，车
辆轮胎带泥上路污染城
市道路等行为。

举报电话12319，举报
邮 箱 hssrwfjb@163.com，
信函举报地址为回民区
公园东路11号呼市城管
行政执法监察一支队，

举报人应提供姓名、联系
方式，及违法行为发生的
时间、地点以及正在实施
违法行为的视频、照片等
有效证据资料，城市管理
部门受理公民举报后，应
当及时对举报人提供的
举报信息进行查证，核实
后对举报人给予奖励。举
报机动车车窗抛物给予
50元奖励，举报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不密封给予100
元奖励，举报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不密封运输发生
在夜间23时到凌晨6时的
给予200元奖励。

“妈妈，月亮之下，有了

你我才有家，天之大，唯有

你的爱是完美无瑕……”讲

台上，伴着五年级（1）班王

希文同学动情的一曲《天

之大》，台下不少妈妈流下

了幸福的眼泪。3月6日下

午，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金桥小学，各班级举行了

“惊蛰巧遇女人花”、“我们

的节日———惊蛰”等不同

主题的关于惊蛰和三八节

的班级活动。

“原来，关于惊蛰这个

节气还有这么多习俗和传

说呀！”“平常也吃梨，可是

今天的梨特别甜……”“一

曲《感恩的心》发自我们的

内心，一首《天之大》让我

们体味到了母爱的博大与

深沉，我们要把这份爱牢

牢记在心里，用实际行动

来报答我们的老师，我们

的妈妈！”同学们一边欣赏

节目，一边悄悄说着心里

话。活动达到高潮时，同学

们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送给妈妈，并献上深情一

吻。“儿子真的是长大了，

这是我这几年过的最难忘

的一个三八节，我都激动

得说不出话了。”贺智涛的

妈妈激动地对记者说。

金桥小学教导处副主

任云娜告诉记者，为了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学校充

分挖掘资源，举办各类主

题活动，让孩子们感悟中

国传统节日、节气的内涵，

更深刻地体味其背后的深

刻意义。

文·摄影/本报记者 温慧娟

我区6人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呼和浩特：举报车窗抛物渣土遗撒行为有奖

我区首个妇女儿童公园落成揭牌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3月6日，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人民检察院与呼和浩
特市妇女联合会共同启
动“重点青少年心理支
持”项目。这是自治区首
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由检察机关与妇联机
构联合开展的未成年帮
扶教育工作。该项目专门
对刑事案件涉及的未成

年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
进行心理疏导、评估、矫
正，由检察机关提供需要
进行心理咨询的未成年
人，由妇联出资通过政府
购买的方式，委托专业心
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咨询，
提供评估报告供检察机
关办案参考。

据新城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修仕军介绍，对

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矫治
是为了从根源上发现问
题，通过法律、心理、标本
兼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
题，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下
降及预防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的发生。该项目前期
已开始运行，现已进行心
理疏导评估28人（次），相
关未成年人及家庭均有
积极转变。

“重点青少年心理支持”项目在首府启动

献给妈妈一个吻

亲亲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