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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府交通运输业要做这些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3

月10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交通运

输局了解到，交通运输局

部署了2021年全市交通运

输重点工作任务，推动首

府多条高速路项目建设。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

者了解到，有关部门要加

快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做好“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高质量完成首府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十四

五”发展和综合立体交通

网等规划编制工作，同时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全力

推动 S29 呼市至凉城高速

公路、S43呼和浩特新机场

高速公路和S311线武川至

杨树坝一级公路建设提速

提质提效，加快推进呼和

浩特市至清水河高速公路

项目前期工作，围绕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建

设，全程全力做好交通运

输服务保障工作，紧抓获

批交通强国试点机遇，加

快推动实施新机场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

此外，有关部门要提

升公路建管养水平，加快

推进 G209 线呼和浩特市

至和林段公路和S104线罗

家营至哈乐段公路收费权

益回购进程。此外，继续落

实 I/M 制度，全面实施在

用机动车排放检测和强制

维护闭环管理，深化柴油

货车超标排放和船舶水污

染专项治理，加强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车辆推广应

用，深入开展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示范工程，加快“数

字交通”建设，完善信息化

平台建设，强化信息数据

资源共享，加快建设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数字化监管

平台，加快拓展路网监测

与应急处置平台建设，加

快升级道路运输企业车辆

动态监管平台建设，加快

推进重点区域、重点场所

非现场执法信息化建设。

“我们持续建设人民

满意交通，加快推进已列入

计划的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

革，加快推进全市城乡客运

公交一体化建设，持续巩固

拓展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

村通客车成果，因地制宜抓

实扶贫客运专线工作。”呼

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首府还将持

续推动地铁和公交高效接

驳、便捷换乘，积极推动东

客运枢纽站投入运营，推广

普及交通医疗急救箱伴行

计划，深化“交通+旅游”融

合发展。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

天） 3月10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

到，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

通信息化一期建设项目完

成验收。本项目是全国首个

基于云平台建设的集企业

管理、运营管理、资产管理

为一体的信息化系统。

记者了解到，项目主

要包括内网门户、协同办

公、人力资源、财务管理、

合同管理、资产管理、物资

管理、设备维护维修、施工

调度、运营日报、乘务管

理、站务管理 12 个业务系

统的开发、部署、测试、应

用，以及主数据管理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企业服务

总线、工作流引擎4个平台

层集成服务支撑。从 2019

年 3 月开始，12 个系统同

时设计、开发、实施，2019

年12月完成建设并上线试

运行，历时8个月。

项目验收中对整体项

目的 12 个业务系统、4 个

平台层服务及系统基础支

撑从功能和技术两个层面

进行验收。经过一个多月

时间，各参与验收单位签

返《最终验收单》，信息化

一期建设项目完成最终验

收。验收的通过标志着基

于呼和浩特城轨云平台的

信息化建设实现了“业财

一体化、数据标准化，资产

可视化，三码合一化”。

呼和浩特市地铁管理插上“智慧”翅膀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3月

10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

建局属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

到，2月份，公积金管理中心

共归集住房公积金3.96亿

元，共为28712名缴存职工

提取住房公积金3.42亿元，

共为439名缴存职工发放住

房公积金贷款1.95亿元。

据了解，1～2月，公积

金管理中心共归集住房公

积金7.60亿元，共为73199

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 10.45 亿元，共为 902 名

缴存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

贷款 3.86 亿元。截至 2 月，

住 房 公 积 金 个 贷 率

71.58%，住房公积金使用率

88.22%。

前两月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10.45亿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

博 实 习 生 王 婧）

记者3月10日从呼和浩特

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了解

到，经市委编办批复，2021

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系统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72名。

其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招聘 25 名，各旗县区共

招聘147名。

据了解，此次公开招

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

行，报名网站为呼和浩特

市人事考试信息网（www.

hhpta.org.cn），政策咨询电

话为（0471）4606265。3 月

12 日起，考生可登录呼和

浩特市人事考试信息网

查询《呼和浩特市卫生健

康系统 2021 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简章》《呼和浩

特市卫生健康系统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

位表》。其中，报考定向招

聘“项目人员”岗位、“蒙

汉语兼通人员（蒙古语授

课高校毕业生）”岗位和仅

限“高校毕业生”报名的

普通岗位人员参加第一

次报名，报名时间为 3 月

15 日 9 时~18 日 17 时；报

考其他岗位的人员参加

第二次报名，报名时间为

3 月 24 日 9 时 ~27 日 17

时。

首府卫生健康系统招聘172名工作人员

春运期间
首府查处营运车辆违法违章行为105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3月

10日，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召开2021年2月份月度

新闻通气会，通报首府春运工作、道路运输市场整治、

治理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情况。

2021年春运自1月28日至3月8日，历时40天，累

计投入客车15913台次、客位数49.8405万座次、累计

客运量13.0173万人次，比2020年同期上升0.42%。春

运期间，共查处各类违法违章行为105例，黑车17例，

无证网约车16例，无证危货6例，无从业资格证5例，

未使用计价器15例，其他各类违章46例。集中销毁长

期不处理的无证出租汽车、套牌车共计63台。同时，各

治超检测站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联动配合，坚持24小

时不间断检测执法，严格执行治超有关规定，坚决制

止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严禁货车总重超过49吨以

上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通过公路桥梁，治理超限超载

运输工作共投入执法人员 548 人次，检测车辆 13520

台，查处超限超载运输车辆 30 台，转卸载货物 265.3

吨。

此外，呼和浩特市12345为民服务热线开通以来，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专人专班，强化举报投诉查处工

作。1月20日0时至02月28日，12345共受理212例，退

回37例，生成175例，办结175例，其中撤诉2例。各渠

道共受理656例案件，已办结582例。未办结74例，不

予立案 373 例，撤诉 40 例，记录违章 16 例，警告 134

例，罚款19例。

打造小菜园
3 月 10 日，学生正在

种植紫苏。当日，在呼和浩

特新城区讨思浩小学自然

教室里，学生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翻地、挖坑、播种，

在劳动中学习自然知识，

体验劳动的快乐。

摄影/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牛天甲

鸿雁书房恢复开放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天）

3月6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图书馆了解到，春节假

期过后，全国疫情防控形势趋于平稳，按照上级部门

的有关部署，目前，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所属各鸿雁书

房恢复正常开放，书房内各服务功能同时恢复正常运

转。读者在进入书房的同时仍需要做好各项防护措

施，佩戴口罩、持绿码进入，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记者了解到，鸿雁悦读计划自2017年11月23日

启动以来，构建了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公共

图书流通率大幅增长，城乡联动下，共辐射惠及30余

万市民及周边居民。作为鸿雁悦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鸿雁书房进一步推进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让读书更简单，让书香满青城。5家鸿雁书房具体

位置：二中如意校区鸿雁书房位于赛罕区如意南路与

顺意街十字路口西南拐角、郦城鸿雁书房位于玉泉区

郦城东门青城驿站内、蒙西文化大厦鸿雁书房位于蒙

西文化大厦呼市文旅局一楼、蒙鑫国际鸿雁书房位于

蒙鑫国际旁青城驿站内、呼和浩特市儿童探索博物馆

鸿雁书房位于香格里拉酒店南侧青城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