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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抓拍了吗
交管部门公布 1日至 10日 200辆快速路上超速车辆违法号牌
◇全媒体记者 穆磊
本报讯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记者从
呼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室了解
到，
交管部门公布了从 8月 1日至 10日
快速路上超速车辆违法号牌，共有 200
辆机动车因超速被抓拍。
据悉，交管部门通过数据分析，发
现二环快速路车辆超速行为占较大比

重，特别是夜间超速行为，为此，交警
部门再次提示驾驶人，二环快速路限
速每小时 80公里，驶入二环快速路的
驾驶人切莫超速行驶。
车辆超速违法行为处罚标准：超
速 10%至 20%，罚款 200元，记 3分；
超速 20%至 50%罚款 200元，记 6分；
超速 50%以上的罚款 1500元，记 12
分。

（请扫码查看违法车辆号牌）

本报讯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记者
从呼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室
了解到，从 8月 1日开始，交管部门
对首府市区新华大街、乌兰察布街、
呼伦路、大学街、学苑街等重点道路

采用“重点路段实时监管”的视频巡
逻管控措施，重点抓拍车辆违停、加
塞、随意掉头和行人跨越护栏、随意
横穿道路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并
对违法车辆进行曝光。
截至目前，交管部门利用视频监
控系统抓拍各类不文明违法行为共

包头一潜逃 24年
命案嫌犯落网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多处路段电子眼抓拍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 10天内抓拍4083起
◇全媒体记者 穆磊

“漂白”身份仍难逃法网

计 4083起 ，其 中 ，行 人 翻 越 护 栏
1200余起，违法掉头 100余起、违法
停车 100余起、随意变道 100余起、
加塞 100余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2000余起、压线 100余起、行人不走
人行道 100余起、车辆逆行 100余
起。

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8月 1
0日上午，呼市赛罕区锡林
南路小学党员、团员、少先队员代表
走进内蒙古军区第五干休所，看望革
命老战士梁育秀老人。
少先队员代表为梁育秀老人佩
戴了红领巾并赠送了照片，老人给孩
子们讲了他 1
0岁时当儿童团团长的
故事。尽管老人已 9
0多岁了，但回忆
起战斗的岁月他仍充满激情。孩子
们听得津津有味，并与老人现场互
动。
全媒体记者 弓小立
通讯员 杨俊摄影报道

本报讯 8月 9日，内蒙古晨报全媒
体记者从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了解
到，日前包头一潜逃 24年命案嫌犯被
抓获。
1993年 3月 2日，包头市青山区朝
阳小区发生一起因婚恋纠纷引发的命
案。经青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查
确认，犯罪嫌疑人齐某持刀将张某某杀
死后逃跑。
在漫长的 24年中，嫌疑人齐某成
了青山区公安分局几任领导、侦查员心
中一个难解的结。期间，青山区公安分
局多次派侦查员赴山东、新疆、江苏、上
海、河北、甘肃、青海、辽宁等齐某可能
藏身之地开展侦查、抓捕工作，但始终
未果。
2015年，随着现代科技在刑侦工
作中的应用，抓捕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刑侦大队大队长李建国、副大队长刘建
军对相关部门提供的海量数据、线索进
行分析比对，确认户籍信息为“吉林省
临江市大湖街居民王明”的男子，正是
1993年青山区朝阳小区命案犯罪嫌疑
人齐某。随后，分局派出骨干力量，两
次深入吉林省临江市开展工作，最终发
现“王明”于 2003年因另一起伤害案在
新疆某监狱服刑的线索。
7月 16日，民警赶赴新疆，在对“王
明”
的身份认定后，
于7月26日将其押解
回包头。目前，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精短

乌兰夫纪念馆
改造工程即将完成
◇全媒体实习记者 赵佳琪
本报讯 呼和浩特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昨日发布消息称，乌兰
夫纪念馆 2015年 9月闭馆开始
维修改造工程，目前改造工程已
接近尾声。
改造后的纪念馆以乌兰夫
同志看望孤儿等三处情景重现
了乌兰夫同志生前工作的场景，
以浮雕的形式展示了百灵庙战
役与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念
馆采用多媒体影音设备，分阶段
展现了乌兰夫同志从青年时代
到晚年岁月经历的革命实践与
经济活动的生平事迹，同时辅助
补充了乌兰夫同志指挥参加的
各战役与乌兰夫同志的同学及
好友。此外，乌兰夫纪念馆还设
置了游客服务中心，在南北门均
设置了“乌兰夫纪念馆”旅游指
示牌，指引游客出入。
晨报官方微信

刘畅 为健康愉悦的生活起舞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于白
本报讯 昨日清晨 6:
30，呼市新华
西街与西二环快速路交叉口，马路上只
有零星的车辆驶过，整座城市即将开始
一天的喧嚣。
在路南的一座小公园内，透过一片
芦苇荡，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群人在整
齐划一地随着音乐起舞。他们体态轻
盈，充满朝气。这群人就是刘畅和她的
健康愉悦广场舞队，这支队伍成立 6年
来寒暑不断，每个清晨都会在这里交流
舞技。
刘畅今年 59岁，是一名退休小学教
师。
“健康愉悦”是这支舞队的名字，也是
刘畅一直以来努力传达给每个队员的信
念。
“我和姐妹们在一起跳舞，就是为了
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
每天回家后我都会研究广场舞的视频，

自己掌握了再分解成慢动作，一个一个
动作教给所有队员。”刘畅说，成为领队
3年来，舞队的所有教学工作都是她一
手负责，
她是这支舞队的灵魂人物。
刘畅不仅负责舞队的组织和教学任
务，还常常带着姐妹们出去参赛。在上
周刚刚结束的一场广场舞比赛中，刘畅
带领着姐妹们从来自呼市的 40余支广
场舞队伍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第三名的
好成绩。
“当然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上
个月的比赛，因为没有赞助，我们的服装
不统一，在 12强比赛时被淘汰了。”说起
舞队的失利，刘畅觉得很惋惜。不过，在
刘畅看来，一次失利算不了什么，这支舞
队的精神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健康愉
悦。舞队中的郭大姐算是元老，在这支
队伍中已跳了近 6年，提到刘畅，她竖起
大拇指，
“ 刘畅老师就像我们的管家，真
应该为她点个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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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呼市环保局了解到，呼市重
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显示，今年
以来，所涉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
降。上半年，全市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共联网监控企业 4
8家，涉气企业
3
1家，涉水企业 2
9家，其中水气均涉企
业1
2家。这些企业涵盖了全部国控污
染源及大部分市控污染源。
赵新宇
为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呼市环保局
成立了专项检查组，对市四区、开发区
拆迁工地、建筑施工单位、渣土拉运等
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地区和环节，开展了
不定期现场检查。7月份以来，共发现
环境问题 3
6个，其中拆迁工地 2
0个、渣
土拉运 1
2个、固体废物露天堆放 4个。
下一步，呼市环保局将继续加大对全市
施工单位的检查力度。
赵新宇

◆健康愉悦广场舞队的队员们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于白摄影

呼和浩特坤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150105000036250
）股东会于 2017年 6
月 20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