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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区301座公厕有了“
身份证”
◇全媒体记者 赵娜

本报讯 近日，红山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为红山区范围内 77 座水厕、224
座旱厕更换了统一标识牌。 昨日，红
山区环卫清洁二大队的工作人员正
在陆续更换市区公厕的标识，公厕有
了自己的“身份证”后，变得更加整齐
划一。
昨日上午， 环卫清洁二大队的工

作人员正延桥北赤锡路更换公厕标
识，记者在现场看到，更换后的标识牌
更加醒目， 标识牌的材质为铝制板，字
体为磨光字，在牌子上标有公厕编号、
开放时间、中英蒙文、男女厕及残疾人
入厕标识。 据环卫清洁二大队的工作
人员介绍， 以前公厕的标识牌是铝塑
板，使用时间久了就容易褪色、断裂，而
新标识牌的材质和汽车车牌的材质是
一样的，使用寿命较长。此次，将红山区

范围内的公厕都安装上了编号，公厕也
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哪个公厕出
现故障，需要维修只需要报公厕编号即
可， 为工人的工作也带来极大的方便。
据了解，进入 9 月份后，环卫二大队的
工作人员就开始陆续安装标识牌，目前
已安装 40 余块，预计在本周内完成安
装。

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

昨日，由赤峰市文联主办，赤峰市工艺
美术协会、 赤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赤
峰市美术馆协办的“大美工匠——
—赤峰市工
艺美术大师作品展” 于赤峰市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荟萃了赤峰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三位，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十八位和自治区
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六位的 300 余件精品力
作。 作品涵盖雕刻、刺绣、剪纸、根雕根艺、民
间工艺等诸多门类，作品精彩纷呈，巧夺天
工。 本次展览为期 5 天。
全媒体记者 胡军 实习生 王国辉 摄影报道

“
享，往远方 动·感 X008 SUV 体验营”引爆赤峰

◇全媒体记者 王小溪

本报讯 9 月 9 日，主题为“享，往
远方 动·感 X008 SUV 体验营 - 赤峰
站”试驾活动在赤峰市双马渠首举行。
备受关注的“全球品位旗舰 SUV”东风

标致 5008、“高端智能欧系 SUV”东风
标致 4008 两款明星产品为消费者带
来了非凡的试驾感受。
据了解，“动·感”活动，作为赤峰晟
源东风标致重要的产品体验行动已经
连续举办了三年， 为消费者带来一次

次精彩刺激的深度试驾体验。 截至目
前， 东风标致 2008、3008、4008、5008
四款产品已形成完整的 SUV 产品矩
阵， 其中 5008、4008 是两款名副其实
的明星车型：东风标致 4008 的原型车
标致 DKR 在 2017 年达喀尔拉力赛、
丝绸之路拉力赛上鏖战群雄， 成功卫
冕； 东风标致 5008 也同样冠军加身，
一举斩获 CCPC（2017 中国量产车性
能大赛）麋鹿测试项目单项冠军、综合
操控冠军，尽显东风标致领先的技术实
力。此次“动·感”赤峰站活动现场热闹
非 凡 ， 亲 身 试 驾 过 “全 球 品 位 旗 舰
SUV” 东风标致 5008、“高端智能欧系
SUV”东风标致 4008 的消费者均对两
款 车 型 频 频 点 赞 。 东 风 标 致 5008、
4008 以 未 来 感 十 足 的 独 特 内 饰 ；
“5+2” 方便又灵活的 7 座设计；安全专
业的操控性和道路通过性等特点，赢得
众多消费者的喜欢和肯定。

离异之后自暴自弃 男子半年作案 6 起

松山区警方两小时速破持刀抢劫案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肖志广 袁耀娟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松山区公安分局了解到， 李某
某因离异而自暴自弃， 走上了盗窃、抢
劫的犯罪道路。9 月 8 日， 当其再次作
案时，被赤峰市松山区警方抓获归案。
据了解，当日凌晨 4 时许，松山区公安

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赵某某报警，称
其超市被人持刀抢劫。办案民警分成三
个小组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察和调查
走访工作。经侦查，李某某抢劫后向北
逃离， 步行至松山区迎金路影院胡同
附近乘出租车离开。作战小组立即展开
地毯式排查。9 月 8 日 6 时 20 分许，侦
查员在一网吧发现一名上网人员与犯
罪嫌疑人外貌特征及其符合。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被成功抓获。

经讯问，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对 9 月 8
日凌晨 4 时许在松山区振兴大街中段
超市持刀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
时还供述自 2017 年年初至今在赤峰
实施的 5 起盗窃案。李某某称，因与妻
子离婚后感到生活无望， 遂自暴自弃，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涉嫌盗窃
罪、抢劫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的
核实、审理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元宝山区拘留所

开展缉枪治爆专题教育并获佳绩
◇通讯员 郑雪
本报讯 近期元宝山区拘留所对全体
被拘留人员开展缉枪治爆专题大课教育。
副所长金森林向被拘留人员讲解
了关于危险爆炸物品及其枪支的危害
及枪爆物品管理的有关法律规定、非

法涉枪涉爆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危害
等。 并向被拘留人员解释我国对主动
上缴非法枪支及其危险爆炸物品的从
宽处理政策。同时，明确告知对举报私
制、私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线索的要
政策兑现，给予奖励。让被拘留人员对
相关法律常识有深刻的认识。 打消被

拘留人员的顾虑。保证了此次专题整治
的顺利进行。
课后，被拘留人员纷纷表示，通过
此次教育使自己深刻的认识到了非法
涉枪涉爆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保证及时
通知家属及亲戚， 如果有此类危险物
品，一定及时上交。

杨树沟门派出所提醒：

手机充完电
要及时拔掉插头
◇通讯员 王晓强

本报讯 为了使用方便， 很多人
一直将充电器连接在电源上，充完电
也不拔。长此以往，充电器一直处于
工作状态，极易老化，容易引发安全
事故，甚至带来漏电、火灾、爆炸等危
险。因为充电器不拔造成的火灾事故
屡有发生。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中学高三年
级一女生宿舍曾发生火灾，引发该宿
舍内的床上用品、多张双架床被完全
烧毁，经济损失上万元。经当地消防
部门初步查明，火灾是由该宿舍一女
生在床上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临走
前忘记拔掉插头，致使该充电器发热
短路而引燃床上用品造成的。充电器
在不充电状态下，插在插座上，即使
未接通手机，充电器内部的电路板也
是通电的。长时间如此，不仅费电，还
会加快充电器的元件老化，缩短使用
寿命。另外，充电器是易耗品，若使用
质量不佳的非原装充电器，长时间处
于通电状态，会导致劣质充电器温度
升高，容易引起短路。
翁牛特旗公安局杨树沟门派出
所提醒您： 手机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充完电要及时拔掉插头。同时，使用
过程中需及时观察，一旦充电器电线
裸露开裂或老化请立即更换。

梧桐花派出所
开展纪律作风建设整顿
◇通讯员 邵弘扬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队伍纪律
作风建设， 提升民警的整体素质，以
“忠诚、干净、担当”主题整顿建设活
动为契机，翁牛特旗公安局梧桐花派
出所积极开展纪律作风建设整工作。
一是结合“忠诚、干净、担当”主
题整顿建设活动， 积极开展自我剖
析，寻找突出问题，严查整改，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加强自律。二是深入理
论知识的学习，以身作则，严格按照
各项纪律规定开展工作和规范日常
生活。三是进一步加强业务知识的学
习、提高业务素质，加强接处警和案
件查处工作，办案民警要进一步深入
学习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所领
导要亲自把关案件质量；四是进一步
提高窗口服务水平，创新工作新方法
新措施，切实做到方便群众。五是严
格按照旗局工作纪律的要求，严禁无
故迟到、早退、旷工和擅离职守，从事
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游戏、聊天、观看
影视视频、炒股、网购、吃零食、打牌
等活动；严禁对待办事（咨询）群众态
度蛮横、生硬、置之不理、吃拿卡要。
六是按照规范要求及内务管理规定，
进一步加强内部卫生管理，进一步严
格规范着装； 七是按照管理规定要
求，严管 " 人、车、枪、酒 "，规范使用、
管理公务用车，严禁公车私用；酒后
驾驶等违法违规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