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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中考报名今日开始
新
报
讯
（
记
者周婷
）
3月20日，内蒙古教育招生
考试中心通过“内蒙古招
生考试”官微发布消息，全
区初中升学考试报名工作
于3月21日开始。具体报名
时间为3月21日9时~3月31
日17时， 报名工作结束后

不再安排补报名工作。
据了解， 今年我区继
续实行网上报名， 报名信
息的采集方式为网上采集
和现场采集两部分：1.考生
的文字信息由考生本人在
网上报名时通过互联网录
入方式采集；2.考生的图像

信息和指静脉信息由考生
本人到所属旗县区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或到所属旗县
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
的单位现场采集。
考生在报名期间录入
完文字信息后， 要牢记预
报名号以及自己设置的密

码。 考生到旗县区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确认报名信息
时， 必须携带二代居民身
份证， 及相关证明材料到
旗县区教育招生考试机
构， 进行采集指静脉信息
和现场照相。 未办理二代
居民身份证的考生须提前

身份证的考生须提前到
当地公安部门 办 理 。 自治
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全
区初中升学招生考试的网
上报名工作，以及统一组织
全区五年制高职（3+2）招生
录取、 注册及中等职业学校
自主招生注册工作。

自治区民政厅：平安清明 文明祭扫
（
上接1版
）
呼和浩特、包头、通辽、赤峰和人口较集中

欣赏画作

的盟市旗县，要重点加强祭扫设施及周边交通秩序的
维护工作，提前设定应急疏导的路线和地区，防止拥
堵、踩踏等事件发生。
民政厅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清明节期
间集中祭扫和集中安葬的民俗习惯， 倡导移风易俗，
推行文明低碳祭扫和节地生态安葬，并发出文明低碳
祭扫倡议，推行错峰祭扫、网络祭扫、鲜花祭扫等激励
保障举措，继续开展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活动，
组织群众参加社区公祭、集体共祭等现代纪念活动。

3月20日，市民在内蒙
古美术馆欣赏画作。当日，
由自治区科教文卫体工
会、自治区美术家协会、内
蒙古师范大学工会等单位
主办的“庆祝内蒙古自治
区成立70周年首届全区高
校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内蒙
古美术馆开展。此次画展为
期4天， 共展出全区高校青
年画家创作的包括中国画、
油画、版画、水彩画等132幅
作品， 这些作品弘扬主旋
律，内容健康向上，集中展
示了近年来我区高校青年
美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伊利荣膺新浪微博母婴类企业最佳口碑奖
新报讯
（
记者郑慧英
）3月14日，由新浪微博

摄影/本报记者辛永红

内蒙古高路公司：今年拟投资200亿建设16个公路项目
新报讯
（记者 张学 高速四改八扩建、210国道 亿元，是去年的5.3倍，投资 京新高速韩集呼段开通试
博
）3月20日，内蒙古高路 添越段等16个公路项目。
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运营；全年推广安装自助发
公司发布消息称， 今年，该
公司将计划建设呼和浩特
至鄂尔多斯高速、呼和浩特
新机场高速、二广高速苏化
段、二广高速二赛段，包东

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
由旗县区教育招生考
试机构对考生进行指静脉
信息采集、照相，确认报名
信息。考生必须持二代居
民身份证进行验证，否
则， 无法完成报名手续；
丢失或未办理二代居民

据了解，今年，该公司
将全力聚焦
“
七网”建设，按
照适度超前、 合理布局、完
善网络、 提升质量的原则，
计划完成公路建设投资200

总建设里程1067公里。2016
年， 该公司开展公路项目7
个，建设里程510公里，完成
投资40.7亿元，我区第一条
—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卡系统96套，ETC车道主线
覆盖率100%， 匝道覆盖率
达到70%；全年免收通行费
6.2亿元， 占全区减免通行
费的48%。

主办的“共建消费新生态——
—2017微博3·15论坛”活
动在北京举办。经过众多微博用户的慎重投票，伊利
荣膺母婴类“微博年度企业最佳口碑奖”。
作为中国乳制品行业领军企业，伊利始终致力于
为中国婴幼儿群体提供健康营养产品。2003年起，伊
利便从母乳入手开展自主研究，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母
乳样本，并成立了中国首个母乳数据库。目前，该母乳
数据库的文献总量高达2000余篇。 依据这些研究数
据，伊利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营养配比成分更接近
中国母乳，更加适合中国宝宝。目前，伊利已经累计为
亿万中国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专业的营养支持，赢得
了千万中国妈妈的普遍信赖。

◎现场短新闻

沙产业专利大数据服务平台开通
新
报
讯
（
记
者段
丽
萍
） 该平台由自治区科技 析， 就可以了解到全球范
3月14日，“
中国（内蒙古）沙
产业专利大数据服务平
台”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开
通运行， 这是全国首个为
沙产业企业提供专利等信
息资源服务的大型数据服
务平台。

厅（知识产权局）、阿拉善
盟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共
同建设完成， 涵盖了全世
界103个国家、地区在沙产
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等方面
的专利大数据。 企业通过
对平台数据进行检索和分

京藏高速7车连撞 3人受伤
新
报
讯
（
记
者杨佳
） 场救援。
3月18日凌晨3时25分，内蒙
古京藏高速集宁往呼市方
向391公里处发生7车连环
相撞事故。 乌兰察布市卓
资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 立即派出两辆抢险救
援车12名消防官兵赶赴现

由于17日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降雪，18日凌晨 京
藏高速卓资段浓雾较大，
能见度很低。消防官兵赶
到现场时，发现事故现场
7辆半挂车发生连环相
撞， 交警部门已将2名轻

应急演练

围内沙产业发展现状、专
利技术发展趋势、 企业技
术实力和市场发展方向，
从而为政府和企业开展沙
产业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提
供预警和战略决策情报参
考。

据了解， 目前该平台
已收集和更新沙生植物种
植与开发利用、 特色资源
利用、 沙产业农牧机械与
设施建设、沙漠生态治理、
沙产业重点企业5大部分
的 可 靠 专 利 信 息 近 10 万
条。

伤 人 员 送 上 120 救 护 车 。
其中一辆半挂车车头因
撞击严重变形，大车司机
被困车内动弹不得，经
120医护人员检查 ， 大 车
司机意识清醒，暂无生命
危险，但是一条腿因事故
已经骨折，若不能及时得

到救治，可能对伤者造成
不可挽回的伤害。消防官
兵立即用液压撑顶器撑
出足够的空间，然后对车
体进行破拆。经过50多分
钟的救援，被困人员被救
出， 并移交给现场医护人
员。

一名感染H7N9禽流感疫病的旅客从甘其毛都口
岸入境？不用担心，这只是一场应急演练。
3月18日上午，在甘其毛都口岸，乌拉特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联合边防检查站开展H7N9禽流感联防联控应急
演练。 演练模拟一辆从蒙古国开来的小车抵达甘其毛都
口岸，入境旅客走向检验检疫查验区。这时，医学巡查人
员发现其中一名旅客有咳嗽、 乏力等流感样症状。 经询
问，这名旅客3天前有过禽类接触史。现场检疫人员迅速
对这名旅客进行体温复测， 复测结果均显示为38.7摄氏
度，不排除感染H7N9禽流感的可能性。检疫人员立即联
系边检部门停止通关，划出警戒区域，疏散人群，并按照
相关程序逐级上报。接到报告后，乌拉特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保健中心人员做好个人三级防护，
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和传染病快速检测，最终确
认这名旅客为H7N9疑似病例， 并移送医院做进一步诊
治。随后，该局卫生处理部门对入境检验检疫通道、留观
场所等病人接触过的环境和物品进行消毒处理。 卫生处
理评价合格后，各项应急工作处置完毕，口岸恢复通关。
据了解，此次演练旨在强化检验检疫部门和边防
检查站的应急意识和突发传染病及其他公共卫生事
件的处置能力。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