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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今年4月以来，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好转，呼和浩

特市多发性侵财、涉毒案

件不断反弹，严重影响了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

治安稳定。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运用多警种合成作战

和公安大数据优势，全力

整合信息、科技和警力资

源，发起集群战役重拳严

打扒窃、盗窃、电信网络诈

骗和涉毒违法犯罪等高发

频发案件，取得良好工作

成效。4 月以来，全市公安

机关成功侦破相关案件

213 起 ，打 掉 犯 罪 团 伙 9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60

人。

6月2日，记者从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了解到，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整合资

源，抽调精干警力，组建

“打扒”专业队伍，紧紧围

绕大型商场、农贸市场、

各大医院和小商品批发

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采

取站点布控、市场蹲守、

公交随行等多种侦查手

段，在“打扒”行动期间，

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扒

窃案件 17 起，抓获扒窃嫌

疑人 17 人，实现了扒窃案

件明显下降，群众出行安

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的

目标。

首府警方还紧盯入

室盗窃、盗窃电动车、盗

窃车轮胎、盗窃民营企业

资产等民生案件，打破警

种壁垒，集中优势力量，

加大技术支撑和案件串

并力度，努力实现“抓一

人 打 一 伙 ，破 一 案 带 一

串”的效果。4 月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

盗窃类案件 143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101 人；破获

砸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

案件 23 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12名。

同时，警方持续重拳

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4

月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

破获涉毒刑事案件 17 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 19

名，缴获各类毒品总量160

余克，查获吸毒人员 215

人，强戒120人。

新报讯（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6月1日，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环卫局了解到，为确

保降雨期间市区道路雨

水井排水畅通，方便行人

车辆出行，第一轮雨水井

清掏工作已经完成。

“市环卫局监察科全

面做好对各区环卫清掏

工作的跟踪巡查和监督

检查工作，清掏过程对发

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

强管理，对道路地形低洼

地带和公铁立交桥下等

重点区域的雨水井不间

断巡查，加大清掏频次，

确保清掏雨水井工作高

效率、高质量圆满完成。”

环卫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全市雨水井第一

轮清掏工作已完成，正在

对重点区域的雨水井进

行补掏，截至5月底已补

掏约15000个。

此次清掏清理道路

雨水井工作严格按照标

准加强管理，做到清掏到

底，边掏边盖，保证“清掏

一条街、畅通一条街、干

净一条街”。同时，对于雨

水井破损、管道不畅等问

题，有关部门将及时反馈

到市政管理部门和市供

排水公司进行维修，保证

雨水井正常排水。

首府交警：
家长请提前规划好接送孩子方式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艾文涛） 6月

2日，呼和浩特市一二三年级小学生开学复课，这意味

着首府交通将重启开学模式，交通压力势必增大。为此

交警呼吁：广大学生家长要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路线

以及方式，社会车辆尽可能避开学校集中区域绕行。

当天，记者从赛罕区交管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提前

动员部署要求所有中队长必须在一线指挥，机关警力下

沉到一线，交警上岗时间提前到6时20分，原则上比学校

开门时间提前40分钟。赛罕区交管大队大队长霍二平告

诉记者，目前辖区内兴安南路沿线学校较为集中，有农大

附小、秋实中学等学校，交通压力较大，呼吁广大学生家

长每天要提前规划好时间、路线，在接送学生时做到即停

即走服从交警、老师、志愿者以及学校保安的指挥。新城

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张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复课

当天鼓楼十字路口以及昭乌达路通行压力较大，该路段

集中了关帝庙小学、满族小学、苏虎街小学。新城区交管

大队利用校信通提前通知家长在骑电动车接送孩子

时，一定要给孩子配戴好头盔，驾驶机动车接送孩子时

要做到即停即走避免出现长时间长距离车辆滞留。玉

泉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马黎鸣告诉记者，复课当天，锡

林南路周边交通压力较大，尤其是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

周边，因为目前地铁二号线仍在施工，交警们都提前上岗

应对交通压力。除此以外，交警利用校信通通知学生家长

驾驶机动车接送孩子不能随意占道停放，骑电动车和自

行车的家长必须在指定地点停放，减少对交通流的干扰。

回民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刘世平告诉记者，随着地铁一

号线和高架桥施工结束，回民区的交通压力逐步得到缓

解，辖区各路段通行基本正常。尽管如此，该大队也采取

了警员提前上岗等措施，应对可能出行的通行压力。

【相关新闻】

女子护学队助力首府低年级复课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艾文涛 王利军）

6月2日，呼和浩特市中小学迎来了全面复课，学校门

前回归了往日的喧闹。早高峰时间记者在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新华小学门前看到女交警们正在来往不息的车

流中指挥交通服务师生，她们就是被誉为“护学天使”

的新城交管大队女子护学队。

据介绍，新城交管大队女子护学队成立于2018年，

目前有队员14人。新城交管大队女子护学队专职负责新

城区9所小学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维护、交通安全宣传和

交通违法劝导等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自成立至今，护学路

段从未发生学生在上下学途中的伤人交通事故。采访中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交管部门对学生们的出行安全非常

重视，中小学生的交通事故直线下降，这些都归功于交警

的护学天使们。每天看到交警带领孩子穿越马路、平平安

安地走进学校大门，作为家长我们很放心。”据了解，女

子护学队中的很多队员都已是孩子的母亲，却不能送自

己的孩子上学。交警李爱萍对记者说，“希望家人多理解

吧，护学岗的工作性质就是如此，舍小家为大家。”

呼和浩特
与太原
七一开通动车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查 娜） 全

国铁路将从 7 月 1 日开始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

开行连接内蒙古呼和浩特

与山西太原的动车组列

车，并对途径中铁呼和浩

特局管内的 119 对旅客列

车的运行时刻进行了调

整，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

局了解到，此次调图后，呼

和浩特与山西太原间将每

日新开行动车组列车2对，

两地间铁路旅行时间由 9

个多小时缩短至 4 个多小

时。

呼和浩特与太原间动

车组列车开行以后，将连

通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大

同、忻州和太原等城市，沿

线百姓前往内蒙古草原、

龙门石窟和太原晋祠等优

质旅游景点都可以实现一

日往返，这对加强蒙汉民

族交流，促进两地经济、文

化融合发展等发挥重要作

用。

同时，为了方便呼和

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和乌

兰察布等地城际间旅客出

行需求，调图后四地间每

日开行城际动车组列车

19 对。途经京张、张呼高

铁的内蒙古进京高铁列

车每日最多开行 38 对，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内

蒙古“草原游”旅游旺季

到来，铁路部门还将根据

客流情况，动态调整旅游

专列开行方案，游客可以

坐着火车畅游大美草原

和塞上风光。

下一步，铁路部门还

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

整列车开行方案，旅客可

通过 12306 铁路客服平台

和车站广播公告等方式，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3 个人计划合伙投资开一

家美容院，谁曾想计划赶

不上变化，投资美容院的

计划失败，投资的本金也

打了水漂。作为投资人之

一的郝某某为了讨债，居

然点燃了另一名投资人的

奥迪Q3汽车。

5月6日凌晨，呼和浩

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接到

报案称：该县某洗化店门

口一辆奥迪 Q3 汽车被点

燃。消防队员和公安民警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

灭火，最终车辆整体损坏

严重（如图），所幸没有人

员伤亡。经调查，锁定犯罪

嫌疑人郝某某。经查，被烧

汽车的车主为该洗化店老

板崔某某。2018年春天，崔

某某和杜某某一起准备投

资一个共享美容院。当时

崔某某投资 14 万元，杜某

某投资 2.78 万元。杜某某

作为中间人，又介绍犯罪

嫌疑人郝某某入股投资

2.78万元。谁曾想，由于所

开共享美容院的幕后公司

倒闭，美容院最终没开起

来，3人投资的钱都退不出

来，但是公司有一部分返

点，于是，崔某某退还杜某

某 1.2 万元，退还郝某某

1725 元。之后，杜某某、郝

某某及其二人的家人经常

到崔某某店里要钱，闹事。5

月6日凌晨，郝某某带着汽

油来到崔某某的洗化店，将

崔某某停在洗化店门口的

奥迪 Q3 汽车浇上汽油点

燃，并离开了案发现场。

目前，郝某某已被刑

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郝儒冰） 6月2

日起，因道路施工，16 路、

109 路公交车需临时双向

绕行。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

交总公司了解到，因海拉

尔东街的南店站至海拉尔

东街站道路施工（工期大

约7天），影响公交车正常

通行，6 月 2 日起，16 路、

109 路公交车需临时双向

绕行南店前街。中途临时

取消南店、东客站汽车客

运中心、海拉尔东街站，临

时增设南店滨水新村站，

待道路施工完毕，公交将

立即恢复原线运行。

16路109路公交车临时绕行

警方加大查处多发频发案件力度：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人

投资美容院失败 一男子纵火讨债

首府彻底清掏雨水井 确保排水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