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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网警连续查处多起传播淫秽信息案

三人传播淫秽图片和视频受处罚
◇全媒体记者 李婧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红山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了解
到，近日，网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陆续

发现，有人在 QQ 群内公开传播淫秽图
片和淫秽视频，网安大队组织警力进行
严厉核查并依法打击。
红山区网安大队在查明违法行为人
真实身份、固定保全电子证据后，依法将

涉嫌传播淫秽信息的董某某、姜某某、张
某某进行了传唤询问， 三人对在网上传
播淫秽图片和视频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董某某、姜某某已被红山区公安
分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张某某被红山

只为利益闹情绪
酒后滋事被报警

赤峰“欢乐颂”组合
登上央视《黄金100秒》

◇通讯员 王志跃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 赤峰可谓是人才辈出。
近日，赤峰的“欢乐颂”组合登上了
央视《黄金 100 秒》，她们的表演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一致认可，最后挑战成
功。
舞台上，来自赤峰的三名选手一
上场就与观众进行了亲切的互动。站
在中间的选手娟子，是“爱梦想”艺术
团的团长，站在旁边的两个美女是她
的两个学生， 她们师徒三人组成了
“欢乐颂”组合。娟子是一名婚礼主持
人，方媛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朝辉
是一名培养幼儿语言能力的老师。
“当得知能去央视舞台，我们最初
排练了一个歌舞剧《诺恩吉亚》，这是
一个赤峰地区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
结果被导演 pass。”娟子说。虽然心
情跌到了谷底，但是为了能继续参加
比赛，三个人还是重振旗鼓，在出发
的前一天晚上，加紧排练了一首新歌
《燃烧爱》， 重新参加导演组的面试。
然而，这首歌也没能顺利通过，最终
导演组为他们创排了唱跳节目 《火
苗》。百转千回，用娟子自己的话说，
登上央视《黄金 100 秒》的舞台，就像
唐僧取经，但最终凭借这努力，登上
了梦想的舞台。 下一步，“欢乐颂”的
“三美”表示，要好好练，试一试上《星
光大道》的舞台。

乌丹派出所

推进“雁过拔毛”式
腐败专项整治
◇通讯员 张梦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翁牛特旗公安局乌丹派出
所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纵深推进“雁
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回头看”。对损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
索进行“大起底”，重点查看过往受理
群众投诉举报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建
章立制，查堵漏洞。
二是认真开展“再梳理”。对“回
头看”、“一岗双责”履行、落实上级要
求等情况进行一一梳理。对梳理出的
措施不得力、 效果不明显等问题，针
对性改进和完善，确保工作成效。
三是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对所
受理案件及处置情况进行复查，看有
无民警在办案过程中违规操作、执法
犯法等问题。 碰到问题各个击破，切
实对“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零容
忍”。

区公安分局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红山网警提醒广大网民： 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属于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网民需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格自
律行为，共同维护健康、和谐的上网空间。

开学第一课
9 月 4 日下午，高速公路二支队翁牛特大队民警走进乌丹三小开展了“开学
第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大队精心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在校园张贴了
交通安全安全常识海报， 并向学校赠送了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和交通安全教育视
频。 翁牛特大队民警在课堂上播放了《小朋友过马路》《家长应该知道的儿童交通
安全》等视频，和学生进行问答互动，通过互动学习交通安全法律规定和安全常
识，提升自身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通讯员 张杨摄影报道

“
无油”车困公路 交警及时救助
◇通讯员 哈达
本报讯 翁牛特旗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在日常公路巡逻过程中，积极、热
情的帮助了一位因为没有油而无法发
动车子的驾驶员， 缓解了驾驶员的燃
眉之急，受到了驾驶员的高度赞扬。
8 月 19 日，翁牛特旗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警在 G305 线公路进行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轿停在路边车道上， 且后
方没有任何的预警标志， 双闪灯也没
有打开，此时正值车流高峰，公路上车
辆众多，存在着很严重的安全隐患。发
现这一情况后， 执勤民警立即将警车

停在该车后方警示， 并设置好警示标
志。经了解，车主由于粗心，错过了加
油站，导致车辆至此没油了。了解情况
后，民警立即让驾驶人打开双闪灯，为
避免出现意外， 按规定在车辆后方放
置锥桶。随后，民警驾车去给该司机买
油，帮其加油，并叮嘱司机以后一定要
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各项准备措施方
能驾车上路行驶， 驾驶人十分感激地
对民警说:“如果没 有 你们 的 及 时 帮
助，我真不知道自己还得在这困多久，
太感谢交警同志了”, 车辆驶离后，民
警又继续投入到辖区巡逻工作中。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
6·27”工程示范学校
“
花落”平庄矿区中学
◇通讯员 王 涛
本报讯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
27”工程开展一年多来，元宝山区禁毒
委按照 《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
划（2016-2018）》要 求 ， 把 组 织 开 展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做为推进“6·27”工程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来抓， 不断加大创建工作的经费
投入，突出特色和工作实效。禁毒、教
育等部门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长效化， 不断提升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水平。日前，平庄矿区中学被自治区禁
毒委评为“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 6·27 工程示范学校”， 是赤
峰市唯一的一所自治区级“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标志着元宝山区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暨禁毒示
范学校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禁毒、教育等相关职能部
门将继续加大对青少年群体开展禁毒
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视程度， 发动区禁
毒委各成员单位搞好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大合唱”，积极打造元宝山区常态
化毒品预防教育模式， 用创造的思维
进一步拓宽对青少年群体融入式、参
与式、靶向式禁毒教育工作的新路径，
切实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
工程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下午， 宁城县公安
局黑里河派出所接到辖区某矿业报
警称：有人在他们企业办公室内醉酒
闹事，要求公安机关处理。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闹事人
陆某本是跟某矿业合作的包工头，去
年与张某合作负责某矿业厂区内的
工程，而今年某矿业将该工程单独承
包给张某， 陆某感觉心理不舒服，找
到张某，与其激烈地吵了一架，而后
陆某独自一人回家喝闷酒，越想心里
越气， 酒后来到某矿业办公区内，将
办公区的纱窗及玻璃打坏，又不断辱
骂员工，无奈之下某矿业报警。民警
得知情况后，立即与陆某家属取得联
系， 要求家属立即将陆某带回家醒
酒，而后找到某矿业负责人，负责人
解释说： 会在后面的工程中照顾陆
某，而陆某来办公室闹事，严重影响
了厂区的秩序。而陆某家属一直向厂
区负责人解释称： 陆某已经喝多了，
等醒酒后再解决。次日一早，陆某主
动来到黑里河派出所，向民警解释自
己醉酒后不省人事并主动向当事人
道歉， 当事人表示原谅陆某的行为。
双方和解，均对民警表示感谢。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普法宣传专栏（169）
宁城县法院基层法庭

回访辖区
“
三养”案件

本报讯 近日， 宁城县人民法院
大双庙法庭干警到宁城县大双庙镇
三官营子村，对该庭近期审结的李某
某及其子女的赡养纠纷案件作实地
回访。
大双庙人民法庭庭长霍晓彬详
细听取了李某某及其子女的情况反
馈，了解到案件审结后儿女积极履行
赡养义务，老人对案件审理很满意答
复后，法官又关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和
身体健康情况，并一再叮嘱老人的子
女一定要履行好赡养义务，尽心照顾
好老人的晚年生活。法官干警的到来
让李某某老人深受感动，老人不住感
谢：“谢谢你们的回访，让我的家庭和
睦更让我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大双庙人民法庭结案不忘当事
人，对辖区内的重点“三养”案件实地
回访，通过判后答疑、释法说理，化解
当事人间的情感疙瘩， 促进当事人亲
情和睦，敦促当事人自动履行赡养、扶
养、抚养义务，有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体现了人民法官司法为民情怀。
（宁城县人民法院李宏智 李瑞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