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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系列活动纪念共青团建团95周年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4月24日记者了解到， 呼和
浩特市团委决定在“
五四”
期间开展“青春喜迎十九

大·不忘初心跟党走” 系列
主题活动，借此纪念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周年。
据了解，
“
五四”期间，呼

和浩特市团委将组织邀请专
家学者、青年典型走进校园、
企业、军营等场所，开展
“
青春
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 理论和形势政策宣讲交
“
我的青春
流活动；组织开展
我的梦——
—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 主题征文

一男子捕鱼
落水失踪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4月26日，2017年呼和浩
特市体育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政府召开。呼和浩特
市游泳跳水馆、体育馆力争于7月底完工，为9月份举
办的中国第26届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典礼做好场馆承
接服务工作。
据了解，2017年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将继续打造
“一线两带”全民健身网络体系，并举办万人登山、亚
泰电动汽车锦标赛等赛事活动。另外，呼和浩特市体
育局还要按计划、 按进度全力完成呼和浩特市体校、
游泳跳水馆、体育馆、扎达盖公园小型体育馆、国家北
方足球训练基地足球场。其中，要在保证质量、满足体
育功能的基础上，倒排工期、合理调度、全力加快施工
进度，力争在7月底完成游泳跳水馆、体育馆的建设任
务，为首府市民提供健身休闲的集中场所，也为9月份
在首府举办的中国第26届电影金鸡奖、 百花奖典礼做
好场馆承接服务工作。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男子成功上岸， 另一名男
子落水后失踪。目前，由公
安、 消防等部门组成的专
业搜救队伍仍在寻找失踪
男子的下落。
4月25日16时左右，记
者在事故现场看到了两人

子 王 晓（音）之 邀 来 这 处
水塘捕鱼。王晓是一家店
铺的负责人，王振是该店
铺营业员的丈夫，两人认
识 不 久 。4 月 23 日 王 晓 在
水塘中下了渔网，两人此
次是来收网的。王晓上岸
后没有看到王振，自行搜
索未见其踪影后报了警。
王晓称，落水是因为两人
乘坐的皮筏艇突然漏气
所致。
接到报警后， 辖区派
出所的民警和消防官兵迅
速赶到了现场。 消防官兵
驾驶专业橡皮艇对失踪男
子进行寻找， 但是搜寻多
时未果。
据介绍， 事故水域水
深约4米、宽约200米、长约
500米， 水质比较浑浊，造
成搜寻工作难度较大。4月
25日下午， 专业搜救队和
潜水员赶到事故现场再次
展开搜寻， 仍然没有发现
失踪男子。
周边村民告诉记者，
这片水域是多年采沙的深
坑积水而成的， 每年天暖
时总能见到有人来钓鱼捕
鱼以及在水域周边烧烤游
玩。 但是该水域周边没有
任何安全警示标志， 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4月26日，搜救工作仍
在继续。截至记者发稿时，
失踪男子仍未找到。

线上宣传的互动融合， 团结
引导广大青年以高度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承接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典礼场馆
力争7月底完工

4月24日下午，两名男子在
玉泉区小黑河镇陶卜齐村
北侧的一处水面上捕鱼，
所乘坐的皮筏艇突然漏气
导致两人落水， 其中一名

当时乘坐的、 已经漏光了
气的皮筏艇以及部分捕鱼
工具和两人所穿的鞋子。
据家属介绍，失踪男子名
叫 王 振（音）， 于 4 月 24 日
16时30分左右，应上岸男

活动；以
“
青春喜迎十九大·共
筑网络强国梦”为主题，通过
主题演讲、主题团日、微博话
题等形式， 加强线下活动与

禁毒汇演
4月26日上午，文化志愿者们在回民区光明游园公园表演节目。据了解，当日，回民区新
华西路街道妇联、四合兴社区居委会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
“不让毒品进我家”的文艺汇演。
演出现场，30多名文化志愿者表演了广场舞、合唱、抖空竹龙、小品等精彩节目。同时，活动
还邀请戒毒人员现身说法，让广大居民
“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摄影/本报记者 张学博

19路公交车27日起绕行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交总
公司了解到， 由于市政工
程管理局对东影北街下
穿北垣街公铁立交桥进
行施工，影响19路公交车
正常通行，自4月27日起，
19路公交车将临时绕行，
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原线
运行。

具体路线为： 由公交
一公司出发， 按原线行驶
至交通指挥中心， 沿海拉
尔东街向东行驶至腾飞北
路后右转向南， 经北垣东
街恢复原线。（上下行行驶
路线相同）
新增丽苑小区、 联建
小区、蓝天中学、人和小区
南门、海东路开天花园、曙

光大厦、 呼和浩特市老年
人保健院，共7站；甩掉润
宇家居、 公交总公司 （旧
址）、电动小区、昭君新村、
电机小区、 北垣东街加气
站、芳汀花园、北垣吧街、
三十八中、 团结小区东区
北口、市政服务中心、东二
环立交桥、 呼和浩特警备
区，共13站。

B级锁。为了保障市民的安
全， 宝富来公司联合厂家
为首府百姓定制了多种不
同型号和价位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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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4月26日，赛罕区交管大
队万达中队在多次督促拆除无效后，强制将万达广场
附近商家私设的护栏拆除。
4月26日10时许，万达中队出动20余名警力来到万
达商业广场后巷东西街，将长约110米的私设隔离护栏
强制拆除。 被拆除的隔离护栏侵占了大约可以停放25
辆汽车的公共用地，且位置不规范，所以对正常通行有
很大影响，常常发生里面的车出不来、外面的车进不去
的情况以及刮蹭事故。群众多次向辖区交警投诉，要求
将其拆除。据中队负责人介绍，这段隔离护栏将路边私
自围起来，属于侵占公共用地的行为，之前交警多次
对附近商家下达整改通知，但都未达到整改效果。

旅客携带酒类饮品锂电池登机
须知这几点

换把安全锁 放心过五一
自本报启动第四次惠
民换锁活动以来， 截至目
前， 已有近百位读者来电
咨询并更换了锁芯。
王先生家住八一小
区， 五一小长假期间他打
算带上家人去山西游玩，
然而， 家中的防盗一直是
他的心病。 看到本报的换
锁活动，他很心动，决定换
一把C级锁。 预约成功后，
换锁师傅第二天就上门为
王先生免费安装，试了试，
他十分满意。
据了解,目前首府发生
的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
中， 七成被盗居民家使用
的都是A级锁，另外是普通

商家私设护栏侵占公共停车位，拆！

芯都采用纯铜材质， 配有
防扳钢板， 钥匙采用双面
叶片设计。
目前，换锁活动仍在继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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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1月至今， 呼和浩特机场安检累计检查
托运行李中，发现酒类饮品约75467件、锂电池设备及
备用锂电池约21596件，共接到276次旅客电话询问关
于携带酒类饮品、内含锂电池的设备及备用锂电池乘
机的相关要求。
据了解，根据要求，旅客不应随身携带酒类饮品
登机，但可作为托运处理，其包装应符合民航局的有
关规定。酒类饮品作为托运行李交运时，应符合以下
规定：1.酒精的体积百分含量少于或等于24%的，不受
限制；2.酒精的体积百分含量在24%至70%（含70%）之
间的，每人交运净数量不超过5L；3.酒精的体积百分含
量大于70%，不应作为行李交运。旅客随身携带的诸如
手机、手表、手提电脑、照相机、便携式摄像机等内含
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 应具备防止意外启动的措施，
建议旅客作为手提行李随身携带登机。 备用锂电池，
包括充电宝，不可作为托运处理，但可随身携带登机，
且需将备用电池放于原厂包装中或将电池单独装在
保护袋中以防止短路。
文/王 楠 张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