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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群众在首府换补身份证，
看这里！
君）

新报讯（记者 刘晓

4月19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了解到，
除新疆、西藏以外的28个
省市自治区在呼和浩特有
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
并且办理了暂住登记信息
的外地居民，原身份证到
期或丢失的，可以在呼和
浩特市办理身份证异地受
理。
据了解，相关28个省
市自治区籍的群众身份证
丢失、损坏或者到期，本人
可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

居住证、护照、港澳台通行
证、驾驶证、社会保障卡、
学生证等就近到身份证异
地受理点申请办理身份证
换领补领。
其中，下列情形不在
受理范围内：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的；相貌特征发
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
证未登记指纹信息的；伪
造、买卖、冒领、冒用居民
户口簿、身份证、护照、驾
驶证的；国家信用信息共
享交换平台推送有不良信
用记录的。

居民异地申 请 换 领 、
补领身份证，应向受理
地公安机关缴纳证件工
本费，换领居民身份证
20 元 ， 丢 失 或 证 件 损 坏
补 领40元。
新城区异地身份证
受理地点为新城区成吉
思汗大街与东二环交汇
处新城区公安分局东侧一
楼 户 政大厅，咨询电话：
0471-6521891；
回民区异地
身份证受理地点为回民区
海拉尔西路回民区市民服
务中心，咨询电话：

0471-3821145；玉泉区异
地身份证受理地点为玉泉
区南茶坊十字路口往西
200米泉源巷内玉 泉 区 服
务中心二楼户政窗口，咨
询电话：0471-6373379；赛
罕区异地身份证受理地点
为赛罕区南二环路市民服
务中心二楼户籍窗口
，
咨询电话：
0471-5184961；
土左旗异地身份证受理地
点为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
敕勒川大街政务中心二楼
户政窗口，咨询电话：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面）

备战
机器人竞赛
4月19日，玉泉区小召
小学的同学正在为参加第
十七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内蒙古赛区）竞赛做最后
的准备。据了解，在赛前集
训中，孩子们反复钻研尝
试，尽情地展示了聪明才
智，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
及创新精神，也从中感受
到了机器人活动带来的乐
趣和智慧。
摄影/本报记者 王树天

4月19日，铛铛车观光2号
线正式延线，以便与即将
开 通 的 BRT 快 速 公 交 相
接，方便市民出行和购物。
记者了解到，此次铛
铛车观光2号线共延伸3.5
公里，新增红星美凯龙玉
泉商场、蓝宇花园、癫痫病
医院、恩和家园、呼和浩特
市建设工程中心、凯德

夏华庭小区对面）

（广

武川县内的8个派出所，可
可以力更镇派出所办理武
川县以外自治区范围内的
异地证，咨询电话：
0471-8895858。
以上信息也可以扫二
维码查看。

我区公考首府设37个考点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 艳）

我区
公考将于4月22日、
23日进行，呼和浩特市考区参考人
数43650人，占全区12个盟市参考总人数的20%。首府
考区共设37个考点、1459个考场。
据了解，此次考试规模大，涉及人员多，相关部门
安排以业务培训会代替考务会，分5次对各岗位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针对考试管理中的各个环节，层层签
订责任状，明确岗位职责，做到职责到岗、责任到人，
避免出现工作疏漏和责任盲区。
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考生，请
提前自行查看考点位置及行车路线，提前到达考点，
防止误考；关注内蒙古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公众微信
号nmgrsksimpta及时获取考试资讯。

铛铛车2号线延伸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0471-8145826；托克托县
异地身份证受理地点为托
县政务中心二楼户政窗口，
咨询电话：
0471-8568599；
和林县异地身份证受理地
点为和林格尔县新盛街县
公安局东侧户政大厅
，咨询电
话：
0471-7191379；清水河
异地身份证受理地点为清
水河县政务服务中心，咨
询电话：
0471-7915157，清
水河城关镇派出所，咨询
电话：0471-7912431；武川
县异地身份证受理地点为

昨日一男子跳楼身亡

与BRT相连

mall、金熙嘉园、内蒙古疾
控中心8站。
“ 调整延伸铛
铛车2号线是为了与即将
开通的BRT快速公交形成
有效对接，进一步缓解我
市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更好地将凯德mall商圈与
中山西路商圈连接起来，
方便市民出行、购物。
”公
交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另外，铛铛车乘务员还

在口语服务中增加了南二
环、仕奇公园、凯德mall商
圈、卷烟厂旧址等内容的
介绍，使乘客加深对首府
历史文化的了解，突显铛
铛车的观光服务功能。
目前，公交公司结合
BRT公交实际情况，正在
对职工进行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企业文化、职业道
德、
《通用上岗纪律》、社会

保险参保知识及营运、安
全、技术、消防、反恐技能
等。培训结束后，公交公司
还将对培训人员进行考
核，合格后方可正式上岗。
同时，公交公司还聘请专
业礼仪老师对全员尤其是
站台服务员进行培训，使
BRT快速公交上线运营后
服务更加规范，成为首府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报讯（记者 高志华）

昨日9时许，一60多岁
男子在位于学苑东街的世华大厦跳楼身亡。
当日9时30分，记者赶到世华大厦，看到民警正在
勘察现场，大厦外停着120急救车。据死者邻居介绍，9
时左右，
他们发现一名男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后来有
人说已经死亡，于是就报了警。死者家住24楼，因为有
病平时很少与人沟通。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该男子60
多岁，因长期患有抑郁症，一直由老母亲看着。近期吃
药控制不了了，
家属让其住院可他一直没去，
今天突然
情绪激动要跳楼，
老母亲没有拦住，
就发生了此惨剧。
”

呼和浩特小草队2∶0战胜河北精英队
280元C级防盗锁芯带回家
“什么是超C级锁？它
的防盗级别有多高？
“
”这种
锁是什么材质的？
更换一下
需要多长时间？
”
“280元和
380元的锁有什么区别？
”
4
月19日，
本报启动第四次惠
民换锁活动第一天，
热线电
话响个不停，
不少读者打来
电话咨询订购。
家住海东路呼铁家园
的武秀琴女士早在两年前
刚搬新家的时候，
就更换过
本报推出的宝富来超C级
锁芯，昨日，她看到本报与
该厂家再度合作，
第一时间

打来电话又订购了两个，
准
备给母亲家和婆婆家都换
一下。
武女士说：
“我家两年
前换的锁芯到现在没出过
任何毛病，非常好用。当初
我安装的是380元带报警系
统的，
你还别说，
真用上了。
去年春节，
我们全家人出去
旅游，家里10多天没人，有
一天下午，
一人开我家防盗
门，报警器立刻响了起来，
邻居听到马上出来查看，
那
人赶紧离开了。
”
据了解，
目前首府发生
的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中，
七成被盗居民家使用的
都是A级锁，
另外是普通B级
锁。
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宝
富来公司联合厂家为百姓
定制了多种不同型号和价
位的产品，
市场价从480元到
3000多元应有尽有，满足了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本报此次推出3款宝富
来C级防盗锁芯：第一款没
有报警功能，
市场价480元，
团购价280元；第二款带报
警器，
市场价580元，团购价
380元；第三款智能防盗C
级锁芯，
可以跟手机连通，
3

秒内电话报警通知主人，
市
场价1180元，团购价980元。
这几款锁芯都采用纯铜材
质，配有防扳钢板，钥匙采
用双面叶片设计，即使是
专业开锁人员遇到此款
锁，在不用电钻破坏锁具
结构的前提下，
也至少需要
3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将门
锁打开。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拨
打预约热线0471-6651117、
6659531，预约成功后工作
人员将免费上门为您安
装。

文/孟 丽

4月19日，中国足协杯
第二轮比赛全面开战，呼和浩特小草队远赴客场挑战
中乙球队河北精英队。经过90分钟的争夺，呼和浩特
小草队以2∶0战胜对手，成功进入第三轮。据了解，本
场比赛是2017赛季呼和浩特小草队的首次连胜，下一
轮，
他们将主场迎战中超球队长春亚泰队。

“市长杯”校园足球小学组落幕
新报讯（记者 周 婷）

4月18日下午，
2017“市
长杯”
校园足球联赛在赛罕区民族小学落下帷幕。经过
6天的角逐，赛罕区民族实验小学夺得男子组冠军，
新
城区海拉尔小学获得亚军，回民区巴彦淖尔路小学获得
季军。
女子组方面，
新城区山水小学摘得桂冠，
呼和浩特
蒙古族学校获得亚军，
新城区海拉尔路小学获得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