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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内蒙古司法厅警务督察处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纪念日来临

之际，为进一步增强支部党员干部党性修养，通过赴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实地学习先辈们

的红色革命历史，提升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6月30日，内蒙古司法厅警务督察

处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师遗址，缅怀和学

习了革命先辈的光荣历史。

活动中，党员们对红色革命遗址进行参观，通过重温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历史，真切体

会到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老一辈革命家们百折不挠、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

神，使广大党员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到触动。

之后，为增强全体党员干部了解革命历史、学习革命精神的意识，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开展了党员应知应会知识问答。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坚定了支部全体党员干部不怕艰辛、砥砺奋进的理想信念，夯

实了党员干部在新时代立足岗位职责发扬和践行革命精神的思想基础。全体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将时刻铭记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继续传承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

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9 周年，7 月 1 日，自

治区团委在呼和浩特留学

人员创业园举办“青春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全区团

员青年庆祝建党99周年网

上主题团课，11 位来自各

行各业的青年典型在线分

享他们的青春故事，全区

150 多万团员青年通过直

播聆听了这堂特殊的团

课，一同以青春的名义，向

党的生日献礼！

青年榜样宣传片《闪

亮青春》拉开了此次团课

的序幕。团中央青年讲师

团成员、内蒙古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许晋

为大家宣讲了习近平总书

记五四寄语，她说：“新时

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

代前列，毫不畏惧面对一

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

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

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

中创造业绩。只要我们青

年一代胸有大志，心有大

任，行有大德，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投身建国伟

业，我们必将创造出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抗

击新冠肺炎驰援湖北突出

贡献奖获得者、内蒙古自

治区第四医院呼吸内科主

治医师昂格丽玛为大家分

享了她的战“疫”故事。昂

格丽玛说：“湖北的战斗，

让我学会了坚强，感受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宗旨，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感受到一名医生的神圣职

责，这些切切实实的感受，

都将伴随我的一生。”

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张骅是北京林业大

学派驻兴安盟科右前旗远

新村第一书记，他从北京

来到内蒙古已经有两年

多，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作为党和国家培

养了多年的博士，到农村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张

骅的扶贫故事生动诠释了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获得者、内蒙古森林

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

尔道嘎大队奇乾中队让听

众记住了“火场英雄”的青

春故事。内蒙古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

供电局王飞龙的青春奋斗

故事也再一次感动了大

家。

援鄂医生、扶贫书记、

火场英雄……11位来自各

行各业的青年代表讲述他

们的精彩青春，平凡中彰

显不凡的担当，他们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

内蒙古青年的青春榜样。

自治区团委希望通过

这次网上主题团课，引领

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

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凝聚

起“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的磅礴青春

力量。

以青春的名义，向党的生日献礼！

““一盔一带一盔一带””蒙古语宣传走进乌拉特草原蒙古语宣传走进乌拉特草原
6月30日，乌拉特中旗交管大队民警走进川井苏木哈拉图嘎查那日苏家中，用蒙古

语开展“一盔一带”宣传活动，向牧民讲解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开车不系

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民警呼吁广大群众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切勿心存

侥幸，争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自“一盔一带”宣传行动开展以来，乌拉特中旗交管大队已深入牧民家中利用蒙汉双

语开展宣传活动32次，教育牧民群众800余人，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佩戴头盔、系好安全带

的重要性。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7

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卫健

委通报：2020年6月30日7

时至 7 月 1 日 7 时，内蒙古

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

截至 7 月 1 日 7 时，内

蒙古自治区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161例，已全

部治愈出院。

截至 6 月 30 日 24 时，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0例。

后续航班的境外返回

人员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

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过去一周，内蒙古偏南大

部地区降水偏多，短时强

降雨频发。据内蒙古气象

台预计，未来 3 天，内蒙

古大部雨水天气成为日

常，强对流天气随时上

线。

具体来看，1日，西部

偏东、中东部地区多云，

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

斯市北部和东部、包头

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

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

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

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

西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

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

盟中部、赤峰市南部偏西

和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

雨，上述地区伴有雷电大

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

云。

2日，西部偏东、中东

部地区多云，巴彦淖尔市

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

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

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通辽市西北部、

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

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

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

赤峰市南部偏西和西北

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

地区伴有雷电大风、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

余地区晴间多云；阿拉善

盟西北部有35摄氏度或

以上的高温天气。

3日，西部偏南、中东

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东

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

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

市、通辽市、兴安盟西部、

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

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

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

偏南、赤峰市北部偏北、

通辽市西北部地区有中

雨，上述地区伴有雷电大

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其余地区晴间多

云；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

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

气。

未来3天强对流天气随时上线

新报讯（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

萍） 6月30日，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

了解到，2020年我区计

划面向全区招收3年制

（农村医学、蒙医学、中

医学）中等专业学历医

学生475人。

招收对象：主要面

对应、往届高中以上（含

高中）学历毕业生；年龄

在30周岁以下（含30周

岁）；有志从事乡村医生

工作且能完成学业。贫

困边境地区、少数民族

聚集地区及蒙医、中医

传承，根据具体实际需

求，可将招生对象扩大

到初中毕业学历。

符合招生条件的

人员，凭高中（初中）毕

业证、居民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和一寸免冠

彩色相片 8 张，在当地

旗（县）区卫生健康局

或指定的教学院校报

名，审核合格后由培养

院校办理录取手续，核

发录取通知书。符合条

件的村卫生室在职在

岗人员优先录取，由所

在旗县区卫生健康局

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具体报名时间及

地点由各招生医学院

校制定，请考生及时关

注各招生医学院校官

网招生简章等相关通

知。

学员在学校完成

规 定 课 程 ，经 考 试 合

格，颁发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证书，可作为

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此外，按照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教育厅、

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面向嘎查村卫生室3

年制中职免费医学生

教育培养规划的通知》

要求，面向嘎查村卫生

室3年制中等专业学历

医学生教育培养项目

至2020年结束，2021年

停止招生，原招生学生

按招生专业和计划培

养，直至毕业。该项目

2017 级学生于今年毕

业，对于取得中专毕业

证书并考取执业助理

医师证书的毕业生，可

按照实际需求优先招

聘到嘎查村卫生室工

作。

我区今年招收475名免费医学生
服务嘎查村

内蒙古无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