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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4

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自身免疫

性疾病。其病理表现为滑膜炎、血管翳形成，逐渐出现关节

软骨和骨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可并发肺

部疾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及抑郁症等。

类风湿关节炎并非无药可救，若出现以下表现需高度

警惕：晨僵——指早晨起床后关节及其周围僵硬感，持续

时间超过1小时；关节痛——常是最早的症状，常出现的

部位为腕、掌指、近端指间关节，多呈对称性、持续性；关节

肿——常见的部位与关节痛部位相同，多呈对称性；关节

畸形——见于较晚期患者，可见腕、肘关节强直、掌指关节

半脱位、手指尺侧偏斜、“天鹅颈”样、“纽扣花”样表现；颞

颌关节痛——1/4的RA患者早期表现为讲话或咀嚼时疼

痛加重，严重者张口受限；关节功能障碍——关节肿痛和

结构破坏都能引起关节的活动障碍；类风湿结节——可见

于20%～30%患者，多为于关节隆突部及受压部位的皮下，

其大小不一，质硬、无压痛，多对称性分布。

如今，通过早期规范的治疗，可有效阻止类风湿关节

炎关节畸形及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

类风湿关节炎已不再是“不死的癌症”。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免疫科谢明明：主治医

师，擅治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系

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郑 慧 英）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自 2020 年起，将一年一次

征兵一次退役，调整为一

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1月

16 日，全区征兵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在内蒙古军区召

开，会议全面部署了全区

征兵工作。

据了解，全区两次征

兵的报名时间分别为：1

月 10 日至 2 月 15 日，4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以大学

生为重点征集对象，优先

批准高学历青年和应届

毕业生入伍，减少并逐步

取消初中生的征集。已被

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

在 高 校 就 学 的 学 生 ，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青年，也应当征集。征

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

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及在校生。男青年征集年

龄为 2020 年年满 18 至 22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放宽至 24 周岁，初中毕

业文化程度男青年不超

过 20 周岁。女青年征集年

龄 2020 年年满 18 至 22 周

岁，上半年，普通全日制

高等学校 2019 年毕业生

放宽至23周岁。

适龄青年应当在本人

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经

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

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

市）且取得当地居住证3年

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

地应征。普通高等学校应

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以在

本人就读学校所在地报名

应征，也可以在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报名应征，今年

参加高考已被高等学校录

取的大学新生应当在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

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

征兵网”（http：//www．gf-

bzb．gov．cn/），如实填写相

关报名信息。

内蒙古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春节期间免费开放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牛天甲） 随着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过春节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大

鱼大肉，吃吃喝喝，运动健身，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

新方式。

据了解，为推动全区群众体育生活化进程，进一步满

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丰富广大市民的假期生活，

内蒙古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将在春节假期（初一至初六）免

费面向社会开放，开放时间为8时~12时，14时~18时。其

中，羽毛球、网球项目需要通过“蒙享动”APP在线预订，羽

毛球1月22日起，每日22时开始预订春节期间免费场地；

网球项目1月24日起，每日15时开始预订次日场地。健身

和乒乓球项目需电话预订，由工作人员安排使用场地，从

1月18日起预订春节假期免费场地。另外，室外篮球和笼

式足球无需预订。

相比往年，内蒙古全民健身服务中心进一步加大了

场馆开放力度，增加了开放时间，丰富了开放项目。在羽毛

球和乒乓球两个项目的基础上，新增了网球、健身、室外篮

球和笼式足球项目的免费对外开放。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

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幸福生活的

基础保障。内蒙古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将努力建设“绿色、安

全、舒适、智慧”场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

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巴彦淖尔市：
企业开办
实现“一日办结”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

忠义）“现在企业开办真

是太快了，一个工作日就拿

到了营业执照、公章和发

票，政府办事效率越来越高

了。”1月8日，刚刚办完公司

注册登记的李先生接受巴

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回

访时说。当日，李先生来到

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

综合受理窗口，窗口工作人

员只用了2小时，就完成了

企业注册登记和公章刻制。

同李先生一样，第一

次体验企业开办“一日办

结”改革红利的还有内蒙

古保芝堂药业有限公司的

杨石柱经理。“我 1 月 6 日

下午 5 点从网上提交了公

司注册所需资料，7日一上

班就通知我领取营业执

照，上午 10 点我开始办理

印章刻制，不到两个小时

就刻好了！”杨石柱由衷地

为这项改革点赞。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从2019年12月23日开

始，巴彦淖尔市推行企业开

办“一日办结”改革，市场监

管局、政务服务局会同税

务、公安部门，将企业开办

涉及的企业设立登记、涉税

信息补充登记、公章刻制3

个环节按“一件事”标准整

合，通过综合受理、集成服

务，实现企业开办一个工作

日办结。材料齐全的情况

下，相关审批服务部门承诺

企业注册登记 180 分钟内

办结，公安刻章120分钟内

办结，初次领用增值税普通

发票及实名认证不超过90

分钟，企业开办全程共6.5

个小时。

据巴彦淖尔市市场监

管部门数据显示，“一日办

结”改革推行以来，新设立

企业177家，个体户注册808

户。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1月13日，满洲里海关对

外发布消息：该关缉私部

门成功破获走私玉矿石

系列案件，打掉走私团伙

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

人，查证走私玉矿石 25

吨，案值5.03亿元人民币。

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了解，2018 年起，

以吕某某为首的走私团

伙开始策划、实施走私玉

石犯罪活动。该团伙赴俄

罗斯选购玉料，以493美

元/公斤商谈实际成交价

格后，再以满洲里某贸易

公司名义，与俄方供货商

签订 65 美元/公斤成交

价格的买卖合同，随后委

托货运代理公司报关进

口，每公斤玉矿石实际低

报价格超过400美元。成

交后，吕某某走私团伙通

过正规渠道，将合同金额

货款、税费、报关代理费

汇入满洲里某贸易公司

账户，由该公司对外正常

付汇、支付关税、报关代

理费用；而超出合同费用

的差额款项，则汇入地下

钱庄，由地下钱庄分多次

在俄罗斯兑换，交由俄方

供货公司。吕某某团伙则

向伙同走私的满洲里某

贸易公司支付高额报酬。

2019年3月20日，满

洲里海关缉私局经过前期

精心组织谋划，开展了代

号为“利剑19-01”打击玉

矿石走私专项行动，出动

警力60名，分5个行动组，

在北京、黑龙江、河南、内

蒙古等多地对玉矿石走私

违法犯罪活动开展集中收

网，对经营单位、犯罪嫌疑

人住所、玉矿石存放仓库、

地下钱庄等共计12处涉

案场所同时开展搜查取证

及抓捕工作。集中收网行

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查扣玉矿石25吨、书

证、电子证据等一批，并迅

速对吕某某等15名犯罪

嫌疑人采取网上追逃措

施。由于案值巨大、案情复

杂 ，海 关 总 署 将“ 利 剑

19-01”走私玉矿石专案

列为一级挂牌督办案件。

办案过程中，缉私民

警进一步发现了案件嫌

疑人吕某某、赵某某在

2015 年及 2016 年以同样

手段实施的走私玉矿石

行为，并分别开展代号为

“利剑 19-02”“利剑 19-

03”的侦查行动。经过深

入侦查，吕某某、赵某某

团伙的犯罪事实全部查

清，“利剑19”系列案件案

值由2.3亿元增加到5.03

亿元。2019 年 9 月 24 日，

该系列案件主要犯罪嫌

疑人吕某某在强大的法

律震慑、侦查攻势和劝投

压力下，在河南省南阳市

镇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次日，吕某某被满洲里海

关缉私民警押解归案。至

此，该系列案件重要犯罪

嫌疑人全部到案，缉私部

门共对23名涉案人员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送年货送年货
1月16日上午，乌兰察布市红石崖景区广场上，领到年货的村民喜笑颜开。据了解，

红石崖景区联合爱心机构筹资13万元，为卓资县红召乡革命老区官庄子行政村、鸡登

村、庙沟村、养老公村、梅力图村、东豪村、白音甲力格村300多户村民准备了米面油、肉

类、衣服等爱心年货以及慰问金。发放现场，前来领取年货的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对企

业的爱心善举称赞不已。

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以来，红石崖旅游景区在发展的同时，除了吸收当地剩余劳动

力解决就业问题，还对当地村民登记造册，实施动态帮扶，并且出资为当地百姓修路、修水

库，每年年底送年货更是坚持了11年之久。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2020年起我区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满洲里海关破获亿元走私玉矿石大案：抓获嫌犯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