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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11月11日，自治区检察院举办的司法体制改革后首期八省区检察机关蒙汉双语

人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区三级检察院和新疆、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八省区三级检察

院的80余名蒙汉双语检察业务骨干齐聚青城，接受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据了解，检察机

关双语人员从整体情况来看，还存在人员分布不均衡、新旧人员更替较快、业务知识更新

较慢等问题。相关省区要把提高双语办案队伍建设作为强基固本的重要任务常抓不懈，

全面推进双语办案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王利军）

●11月6~7日，推动全国“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成都召开，会上表彰了

第三批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83个，我区伊金霍洛旗、松山区、达茂旗被命名并授牌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加上之前命名的达拉特旗、喀喇沁旗、开鲁县、准格尔旗、五原

县，全区“四好农村路”先进示范县已达8个。根据相关实施意见，我区要在2020年全面建

成“四好农村路”，2035年城乡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现，到2050年，“四好农村

路”治理体系全面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 （郑慧英）

全区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英模事迹报告会举行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郑慧英） 为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推动全区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11月12日，全区司法行政戒毒

系统英模事迹首场报告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英模报告团是由近年来内蒙古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民警组成，有将

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弘扬到新疆，团结带领30名戒毒民警光荣完成援疆使命的内蒙

古五原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赵乃卫；有植根草原，坚守“创业、敬业、守业、兴业”精神的内

蒙古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教导员孙志宇；有从人民教师到人警察，舍小家、顾大

家，在援疆工作中奋发图强、埋头苦干的呼和浩特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王国英；有干一

行爱一行，淡泊名利，坚守信仰，在戒毒系统一干就是30年的内蒙古赛罕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大队大队长刘新；有视戒毒人员为亲人，与疾病顽强抗争，用自己的爱心和善举感化戒

毒人员的内蒙古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教导员孙晓芳；有努力适应司法行政戒毒改

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戒毒一线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乌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

长李继刚；有从军营走入警队，2019年被中宣部表彰为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把梦

想实现在平凡岗位上的通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卫生所负责人张峰。

报告会现场，7名英模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们在各自不同岗位上

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不懈奋斗的感人事迹，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事迹，但

能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坚守初心、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王利军）“真

高兴，我又能看见东西了，

以后不用再给儿女添麻烦

了！是党和政府的关爱让

我重见光明，感谢‘光明

行’组委会、感谢红十字

会、感谢医生和护士……”

11 月 12 日下午，新一轮

“光明行”活动第 10000 例

手术患者毛礼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激动地说。70 岁的

毛礼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哈乐乡旧营子村农民。此

前一天，他在内蒙古朝聚

眼科医院顺利做了左眼白

内障手术，术后视力1.0。

12日，新一轮全区“光

明行”完成万例手术慰问

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单位、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中

国平安保险公司、光大银

行、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

计研究院等爱心企业和公

益组织代表、组委会办公室

成员及医疗机构负责人、红

十字志愿者、医务人员代

表、白内障患者受益代表及

家属参加活动。记者从活动

现场了解到，全区“光明行”

社会公益活动于 2015 年 6

月启动实施，共为贫困家庭

白 内 障 患 者 免 费 手 术

25018例。新一轮“光明行”

社会公益活动于 2018 年 5

月启动，截至2019年11月

12 日，累计筛查眼疾患者

30.34万人次，免费实施白

内障复明手术10003例，提

前一年多完成了万例手术

的目标任务。

在试点先行的基础

上，2018年5月，组委会将

关爱青少年儿童眼健康护

眼行动纳入新一轮“光明

行”活动，计划为全区 100

万名青少年儿童进行视力

筛查并建立眼健康档案，

实现贫困旗县关爱青少年

儿童眼健康活动全覆盖。

截至目前，累计为45.11万

名青少年儿童进行了视力

筛查，并为 3257 名贫困家

庭真性近视青少年配戴了

近视镜、为496名斜视青少

年实施矫正手术。

2018年5月4日，根据

组委会的安排部署，自治

区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共同实施了“一

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

动，计划用 5年时间，为蒙

古国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

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1000

例。此后，组委会分批将蒙

古国白内障患者接到中国

境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2019 年 6 月 26 日，中国红

十字（内蒙古）援外医疗队

首次走出国门，为蒙古国白

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

术 95 例。截至目前，“一带

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

已筛查蒙古国白内障患者

2479 人次，为贫困患者实

施免费复明手术310例。

多彩民族文化
11月11日，首府市民正在欣赏精美的蒙古族服饰。连日来，蒙古族服饰文化展在内蒙

古展览馆进行展出，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该展览按内蒙古境内蒙古族不同部落聚居的

地域特征，分为6个特色鲜明的服饰文化圈，展示清代以来形成的28个部族95套（件）蒙古

族传统服饰，充分展现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多样性。摄影/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牛天甲

新一轮全区“光明行”公益活动完成万例手术

（上接1版）

由于客观原因，本人

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司

法机关投案的，可以委托

他人代为投案。犯罪后逃

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

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

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

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

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

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犯

罪等其他罪行的，以自首

论。

在逃人员的亲友应当

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

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

案，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

将在逃人员送去投案的，

视为自动投案。

在逃人员有检举、揭

发 他 人 犯 罪 行 为 ，经 查

证 属 实 的 ，以 及 提 供 重

要 线 索 ，从 而 得 以 侦 破

其他案件，或者有积极协

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

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并对其参照证人保

护 的 有 关 规 定 ，采 取 保

护措施。

在逃人员要认清形

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

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

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

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任

何人不得为在逃人员提供

隐藏处所、财物、交通工

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

假证明包庇，或者提供其

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或

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

据以及掩饰、隐藏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经查

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凡知悉在逃人员情

况、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

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司

法机关对检举揭发人员依

法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

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举报电话：0471-

6986929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

察 院 举 报 电 话 ：0471-

12309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举报电话：0471-6550480

15624819804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举报电话：0471-5301485

我区四部门发布通告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刘 惠） 记

者从自治区妇联了解到，

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

赛总决赛11月7日在武汉

举行，我区的“手工艺刺绣

扶贫产业项目”和“布丝瑰

工坊汇项目”成功入围 12

强，分别获得公益组金奖

和传承组铜奖。

据介绍，大赛自今年5

月启动以来，共有 1197 个

妇女手工项目报名参赛，经

过全国五大分赛区选拔赛、

全国半决赛的激烈角逐，最

终 32 支优胜队伍汇聚一

堂，通过路演和答辩讲述各

自精彩的创业创新故事。

比赛现场，我区参赛项

目搭建展位，展示了我区民

族手工艺品。获得公益组金

奖的“手工艺刺绣扶贫产业

项目”带动兴安盟科右中旗2

万余名“草原绣娘”通过“图

什业图王府刺绣”产业稳定

增收，成为了蒙古族妇女“居

家就业、巧手致富”的优秀范

例。项目负责人白晶莹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获得传承组铜奖的

“布丝瑰工坊汇”项目，积极

搭建民族服饰、手工艺文创

产品的展示销售平台，协调

联络近40家民族服饰小微

企业、高校院系，整合资源，

积极构建民族服饰“元素化

设计——整合产品——线

上线下销售”的创新发展产

业链条，针对女大学生、妇

女手工艺者开展培训，带动

包括残疾妇女在内的手工

艺人就业增收。

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我区两个项目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