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短新闻

2019年4月4日 本版主编：高玉珍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玉 峰

内蒙古·首府 3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4月5、6、7日，首府交警将
对祭扫场所集中的北部城
区部分道理实施分时段交
通管理，新城区交管大队
还针对祭扫出台了具体措
施并向社会予以发布。

清明节车流量大，去
往公墓的道路狭窄，极易
造成交通拥堵，为避免发
生长距离长时间拥堵，交

警临时将新城区殡仪馆周
边部分道路改为单行路，
并设公交车专线专送。

道路线路方案如下：

毫沁营大十字路口→
生态路→殡仪馆→坡根底
村→红保线→公交五公司
东巷（兴安北路部分至生态
路部分路段）改为单行路

公交车专线路线为：

由兴安北路思必达路

口（向北）出发→殡仪馆→
生态路→哈拉沁公园→滨
河东路→成吉思汗大街→
返回思必达路口

。新城区交管大队还
将祭扫场所周边的停车场
向社会予以公布，停车场
分别位于：三卜树村往北
路西、生态路路段殡仪馆
路北路南均有停车场。

记者了解到，路线主

要是以环形的方式分流：
由北二环兴安北路十字
路口往北行驶至旧生态
路为单行线 （南至北），
由祭祀区域（生态路往西
到坡根底村往南行驶为
返 程 路 线 单 行 （北 至
南）。

其中，特殊车辆、紧急
车辆可以例外，祭祀车辆
以这个导向为主。

新报讯（首席记者 王

树天 实习生 吕 燕）

4月1日，由国家教育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
建委共同发布的《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开始实施，要求中小学
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
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
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
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还
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校长陪餐”能否落
实？学生集体用餐管理如
何保证规范安全？4月1日，
记者对呼和浩特市部分中
小学进行探访。

中午用餐时间，记者来
到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该
校副校长王永春和总务处主
任杜彬正在和同学们一起在
食堂打饭。“每顿饭都有老师
和我们一起吃。”学生对这种
情景并不陌生。“我们学校一
直以来都很重视食堂安全工
作，从去年9月开始，就把这
种陪餐制度作了明文规定，
每天都有两位值班干部要在
学生窗口打饭用餐，校级领

导每月一到两次陪餐。还有
专人负责收集采纳学生意
见，定期对菜品进行评选。”
党办主任张霄云介绍说。

新的管理规定中明确，
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的同时，
要求每餐均应有校相关负
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
陪餐记录。当日晚餐时间，
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第十
一中学，看到该校党支部书
记刘全胜、政教主任贺龙、
教导处主任李建国、总务处
主任杨玉堂，正在和自己的

“徒弟们”一起在食堂打饭
吃晚餐。记者了解到，该校
早前曾举行拜师仪式，每位
老师都分到了自己的徒弟，
这样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
学生们的情况。该校还建立
了导师陪餐室，同学们和导
师一起吃饭时交流更融洽。
校长金日东介绍说：“在‘校
长陪餐制’实施以前，我们
就落实了校职工全员陪
餐，并且对食堂原材料采
购、储存、加工、留样、菜品
种类和价格、营养均衡、硬
件设备、餐厨垃圾处理等都

有详细记录，我们正在考虑
邀请家长来学校体验。”

4月2日，记者在赛罕区
黄合少镇第二中心校食堂
注意到，墙上张贴着“集中用
餐管理制度”表和“领导、教
师陪餐制度”表。黄合少镇第
二中心校根据有关食品安全
工作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把
控食品采购、贮存、入出库验
收、清洗、消毒、保洁、加工制
作等各个环节；不断强化用
人关、卫生安全关、留样关、
监督考核关等安全环节；不
断加大投入，先后添置了灶
具、蒸车、消毒柜等设备，更
换了餐桌、椅等设施，添置了

“互联网+明厨亮灶”，以确保
食品安全工作有序进行，为
学校教育教学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还启动了校长教师
陪餐工作机制, 要求陪餐人
员要认真落实陪餐制度，做
好陪餐记录，切实将陪餐工
作做实做细。

“早在2015年，呼和浩
特市教育局就建议实行校
（园）长陪餐制，2018年下
发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放心食堂’、‘文明宿舍’、
‘放心超市’、‘绿色生态校
园’星级管理评估验收新
标准的通知，明确将‘学校
应设置专（兼）职食品管理
人员，具体负责学生食堂集
体用餐管理工作，应实行校
（园）长陪餐制度并做好记
录’作为评估要素和标准。”
呼和浩特市学校后勤服务
中心主任卜瑞斌说，为了确
保学校食堂安全问题，呼和
浩特市要求学校食堂由学
校自主经营，统一管理，封
闭运营，不得对外承包。已
实行承包经营的学校，应给
与一定的过渡期，逐步取消
对外承包，合同期满，立即
收回。同时，学校要切实履
行保障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坚决杜绝以包代管。“通过
星级管理评估，我市已有32
所学校、幼儿园获得了三星
级以上荣誉称号，我们也会
把后勤管理工作精细化、人
性化，确保形成事事有章可
循、事事有人负责、事事有
人监管、事事有据可查的常
态化机制。”卜瑞斌说。

市图书馆开启“公交服务”模式
新报讯（首席记者 王树天） 4月开始，呼和浩

特市图书馆图书流动服务车开启“公交服务”模式，将
先期上线四个服务站点，今后将固定服务时间和地
点，方便读者定时定点借还图书，不用去图书馆即可
就近实现借还服务。

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流动服务车装载各类新书
2000余册，车内装备自助借还机、坐席等，是一座流动
的图书馆。服务车采用开架借阅的方式，为读者现场
提供办理借书证等服务，设专人负责，定期更新图书
种类，让市民畅享文化惠民工程带来的便利。

先期上线四个服务站点是：第一站：乌兰夫同志纪
念馆，4月10日、7月31日上午9：30～11：00；第二站：成吉
思汗公园，4月24日、8月14日上午9：30～11：00；第三站：
环宇天地，5月8日、8月28日上午9：30～11：00；第四站：内
蒙古煤田局勘测队，5月22日、9月11日上午9：30～11：00。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
日，也是丹麦儿童文学大
师安徒生的生日。每年这
一天，安徒生都会在无数
少年儿童的阅读中重生。
为了让少年儿童亲近书

本，享受阅读，快乐成长，
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和
良好的阅读习惯，3月31
日，玉泉区图书馆开展了
国际儿童图书日主题活
动。

孩子们在书架前兴致

勃勃地翻阅着《安徒生童
话》《格林童话》《世界经典
童话大全》等自己喜欢的
书籍。陪孩子参加活动的
付女士告诉记者：“孩子今
年7岁了，从3岁时，我每晚
都会陪他一起看童话，讲

故事。如今，他基本上可以
自主阅读了。他现在成了
家里的‘小话筒’和故事
王。”

活动现场，家长们表
示，图书馆的读书氛围好，
来这里读书效率更高。

你可知我感受
“这是‘星星’宣传单，请您了解一下……”4月2日

是第12个“世界自闭症日”，今年的宣传口号是“消除

误区·倡导全纳”。当日，内蒙古图书馆残障人图书馆

联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天爱残疾康复中心、内蒙古第

三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以及多家公益机构举行了“你

可知我的感受”关爱自闭症大型公益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的专家向市

民提供了免费筛查和咨询服务，志愿者们则向市民介绍

相关情况，多家公益机构也为自闭症孩子带来了玩具、书

籍。，并共同喊出“消除误区·倡导全纳”的口号，鼓励社会

各界以平等、尊重的眼光关爱和接纳自闭症人群和儿童。

大屏幕上播放着宣传片，现场共分为认识区和体验区两

大区域。在认识区域，摆放着相关宣传手册，志愿者则主

动向市民介绍相关活动，发放“星星”传单，鼓励大家以平

等、尊重、关爱、接纳自闭症儿童。文/本报记者 马丽侠

首府：清明节期间气温先升后降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清明小长假来临，天气

情况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重点。对此，呼和浩特市气
象局发布清明节期间天气预报，预计清明节期间4月
5~7日，首府大部地区晴转多云，5日气温持续上升，北
部武川最高气温升至18摄氏度左右，中南部地区升至
22~23摄氏度；6~7日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6~8摄氏
度；节日期间全市大部风力均较大，平均风力4~5级，
阵风可达5~6级。市区具体预报为：5日，晴转阴，西风4
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6日，阴转
多云，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
度；7日，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
温4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清明节期间首府风力较
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用火安全
宣传，提前做好防御措施，谨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提
醒公众外出祭祀扫墓注意野外用火安全。由于受冷空
气影响，气温起伏加大，广大公众外出注意防寒保暖。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4月2日，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400多名民警、辅警
在内蒙古公安英烈纪念园举
行了“弘扬英烈精神 誓做
忠诚卫士”祭奠公安英烈活
动，深切缅怀公安英烈，传

承和弘扬英烈精神，进一步
凝聚警心、鼓舞士气，激励
全市广大公安民警始终牢
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
严承诺，以新时代首府公安
队伍的新担当新作为、党和
人民满意的新业绩新形象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10时30分，庄严的乐曲

声中，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随后，脱帽，默哀，
寄哀思。默哀毕，烈士宝力格
妻子、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模索连红发言。索连红表达

了对宝力格的深切思念，讲
述了自己化悲痛为动力、全
身心投入公安事业的感人事
迹。随后，全体人员在烈士吴
文艺之子、赛罕分局腾飞路
派出所副所长吴霄飞的带领
下重温了入警誓词。随着《献

花曲》响起，礼兵抬着花篮缓
步前行，将花篮摆放在英烈
纪念墙前。随后，民警们缓
来到英烈纪念墙前，瞻仰内
蒙古公安英烈的先进事迹，
并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活动后，广大民警、辅

警们纷纷表示，将继承烈士
遗志，忠实履行人民警察的
神圣职责，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投入到各项公安工作中去，
为维护首府社会稳定做出
更大的贡献。

首府400多民警辅警祭奠公安英烈

首府实施校长陪餐制 确保食品安全

清明祭扫：新城交警告诉你怎么走

国际儿童图书日：重温童话为爱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