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为切实抓好自治区的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确保不发生
大的森林火灾,根据《呼和
浩特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
重点区域防火戒严令》文
件要求，新城区文体旅游
广电局4月7日发布通知，

在防火戒严期间关闭大青
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区
域。通知如下：

防火戒严期限:2019年
4月1日到2019年4月30日；
防火戒严期内,防火戒严区
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
可能引起火灾的车辆、机

械以及人员采取必要的防
预措施；提倡文明祭奠,严
禁上坟烧纸；严禁游客将
火种带入防火区域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
火情, 要及时向新城区防
火指挥部或市防火指挥
部办公室报告。任何单位

和个人应无条件为报警
提供便利，禁止谎报，乱
报森林火情。火警报警电
话：12119；发生火灾, 实
行谁先发现，谁先报告，
谁先扑救的原则，不受行
政区域国有林业施业区
界限的限制。

即日起至本月底 大青山健身步道区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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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为乡村医生和教师补贴生活费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4月9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发布了《呼和浩特市人
民政府关于 实施乡镇卫
生院在岗人员和乡村教师
生活补贴制度的通知》，通
知指出，为切实加强乡村
医疗卫生和教师队伍建
设，提高乡村医生和教师
待遇，让他们安心工作，经
市政府研究决定，为乡镇

卫生院在岗人员和旗县区
政府所在地以外的乡村公
办学校、幼儿园在岗教职
工发放生活补贴。

发放范围为：1.各旗县
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所在地以外的乡镇
卫生院在编在岗职工。2.具
备医学类专业毕业，并在
上述乡镇卫生院从事医
疗、护理、医技、药剂、公共

卫生工作及从事救护车专
职司机、专职会计岗位工
作，按照劳动法签订正式
劳务合同，并在上述乡镇
卫生院工作一年以上的外
聘人员。3.医疗集团、医联
体等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下派乡镇卫生院的工
作人员。4. 各旗县区政府、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所
在地以外的乡镇、村庄公

办学校、幼儿园和市四区
农区公办学校、幼儿园在
编在岗教职工。5.下派到上
述地区的支教教师，交流
轮岗的校长、教师和特岗
教师。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补贴生活费10000元，离退
休人员不属于补助对象。

补助办法：1.乡村医生
和教师在岗时享受生活补

贴，离岗（包括退休）后自
然取消。生活补贴不作为
计算养老金的基数。2.乡村
医生和教师生活补贴实行
实名制管理，各乡镇卫生
院和乡村学校结合在编在
岗职工年度工作实绩及考
核结果，于下一年第一季
度一次性发放。3.各乡镇卫
生院和学校要加强对职工
的管理，凡当年有以下情

况之一者，不再享受生活
补贴：未完成年度岗位工
作量；年度考核基本合格
及以下等次；病假超过两
个月；事假全年累计超过
20天；医生、教师存在医
德、师德失范行为。

该补贴从2019年开始
执行。乡村医生和教师生
活补贴经费由市级财政承
担，统一纳入财政预算。

新报讯（记者 查 娜

实习生 赵中华） “电子
健康码以二维码形式呈
现，一人拥有一个专属二
维码，可以跨机构、跨区
域、跨系统使用，是一张可
以存储于手机中或贴在
病历本上的二维码，通过
扫描即可在全市、全区乃
至全国的医疗机构出示
个人身份，并获得全流程
健康服务。”4月9日上午，
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工作人员讲解了电
子健康码的功能和使用
方法。

当日，市卫健委在自
治区中医医院举行了“呼
和浩特市居民电子健康
码首发仪式”。首府居民
可以关注“青城医疗”微
信公众号，通过实名认证
注册后申领电子健康码，
也可就诊时在人工窗口
办理申领电子健康码，还
可以在各医疗机构自助

机上自助注册申领电子
健康码。针对老年人等用
手机不太方便的人群，就
医时可在人工窗口打印电
子健康码，并贴到病历本
上，就医时出示健康码即
可。电子健康码如果遗失，
可以在全区任何一个医疗
机构出示身份证，打印电
子健康码，健康码还可以
关联居民个人信息、身份
证、社保卡等相关信息。

在仪式现场，内蒙古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王占国为土左旗白庙子镇
什不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郭喜喜发放首张电子健康
码。据了解，接下来，首府
将在全市推广应用电子健
康码，力争年底发放覆盖
率达到70％以上，让老百
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互
联网+医疗健康”创新成果
带来的健康红利，在看病
就医时更省心、省时、省
力、省钱，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张巧珍 ） 4月9日，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审理被告人李鹏飞涉嫌
故意杀人、抢劫、盗窃罪一
案。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
院宝音德力格尔检察长等
出庭支持公诉。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
院指控，2018年12月16日，
被告人李鹏飞因经济纠
纷与金川开发区水厂合
伙人刘某广发生口角，争
执中将刘某广杀害。后前
往新城区呼铁佳园刘某
广家，将其妻杀害，并盗

走手机一部。次日，被告
人李鹏飞驾车前往玉泉
区天骄花园小区潘某图
住处，在电梯内持刀将潘
某图妻女杀害后，进入潘
某图家将潘某图杀害，后
驾车逃离现场。

因被告人李鹏飞家属

没有为其委托辩护人，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指
定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
孙慧晶律师为其辩护。庭
审中，法庭围绕被告人李
鹏飞故意杀人、抢劫、盗窃
的事实、证据、量刑等，进
行审理。

警方征集王亚卫恶势力团伙线索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4月9日，记者从赛罕区

公安分局了解到，近日该分局打掉以王亚卫（绰号虎
虎）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并向社会公开征集该团伙
犯罪线索。

据了解，警方抓获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
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犯罪嫌疑人王亚卫（绰号
虎虎）、于惠、阿拉坦嘎达苏（绰号太平）、王飞飞（绰号
小胖），现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王
亚明（绰号明明）在逃。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公开收集王亚卫、阿拉坦嘎达苏等5人的违法犯罪线
索。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对举
报人的身份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保密，并对举
报线索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公安机关正告该犯罪团伙其他成员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从宽处理。凡包庇、窝藏犯罪嫌疑人或为犯罪嫌疑人
提供帮助、通风报信的，将依法严厉追究法律责任。

奖励标准如下：
1.对提供王亚卫、阿拉坦嘎达苏等5人实施的治安

案件线索并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2000元；
2.对提供王亚卫、阿拉坦嘎达苏等5人实施的一般

刑事案件线索并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3000元；
3.对提供王亚卫、阿拉坦嘎达苏等5人实施的重大

刑事案件线索并查证属实的奖励人名币10000元；
4.对提供在逃犯罪嫌疑人（王亚明）线索并查证属

实的奖励人民币10000元。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人民路派出所，乌警

官：13674858197 胡警官：13604713463，来访来信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呼伦南路278号人民路派出所。

喜鹊飞到居民院里叼小鸡
新报讯（首席记者 张弓长） 老鹰抓小鸡，并不

稀奇，可你听说过喜鹊叨小鸡吗？4月8日，记者在呼和
浩特市就亲眼目睹了一只喜鹊飞进居民家的小院里
叼雏鸡的怪事。

郭先生是记者多年好友，他家居住在呼和浩特市
金桥开发区馨康小区。几天前，有一名好友给郭先生
送来3只雏鸡，他就放养在自家一楼的小院里，每天悉
心呵护。4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郭先生家与另外几位
朋友闲聊时，郭先生突然大喊一声冲到小院里。记者
闻声向窗外看去，一只喜鹊已经将院里的一只雏鸡叼
在嘴里飞起数米高。喜鹊听到郭先生的喝喊声后，吓
得丢掉嘴里的雏鸡飞走了。

郭先生赶紧跑出院子，把从空中摔落下来的雏鸡
捡了回来。这只雏鸡瘫在地上焉了好长时间才缓过神
来，不一会儿，又开始和另外两只雏鸡玩耍了。郭先生
说，以前只听说过老鹰抓小鸡，没想到喜鹊竟然也叼
小鸡。记者经查询得知，喜鹊属于雀形目鸭科，有掠食
性行为，有时也可能攻击比它小的动物。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安
佑生态纪念陵园即日起面
向社会征集三无老人、低
保户、无主骨灰以及自愿
参与公益环保葬落葬者骨
灰50名，并将于夏季举行
的首届安佑园公益环保葬
活动中免费为其安葬。征

集热线为0471（7260111）。
此次公益环保葬的形

式为花坛葬，是墓葬与树
葬的创新，它改变了传统
公墓呆板、无生机的形式，
用花坛代替墓穴，将特制
的可降解骨灰盒深埋于花
坛之下，在花坛里种植鲜
花，经过3~6个月自行降解

后，最终化为泥土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并在花坛上
雕刻落葬者姓名，以便后
人寄托哀思。

据了解，安佑生态纪
念陵园举办首届公益环保
葬是为了减轻群众负担、
保障基本安葬需求，是移
风易俗、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增强人们环保理理
念的重要举措。同时，希望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能唤起
广大市民保护生态环境、
节约土地资源、倡导文明
殡葬的意识。此后，该陵园
还将不定期举办此类环保
惠民活动。

“天骄花园杀人案”嫌疑人李鹏飞昨日受审

首发电子健康码 首府终结多卡就医时代

安佑园向社会征集50个免费公益环保葬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