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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开展安全生产从严执法百日攻坚行动

将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企业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赤峰市安监局了解到， 为切实
解决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检
查轻执法、只检查不处罚、处罚失之于
宽松软以及执法检查处罚上下级不平
衡、地区之间不平衡、部门之间不平衡
的突出问题，近日,赤峰市安委会按照
市政府要求，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从严执法百
日攻坚行动。
据了解， 此次百日攻坚行动由市

松山区4家燃气站点
存安全隐患需整改

政府统一领导，突出旗县区政府、行业
部门两个层次， 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到属地政府和市直部门， 形成条块联
动的工作格局。 攻坚行动范围覆盖全
市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企事
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同时，本次行
动还重点针对事故易发多发、 安全隐
患突出的行业领域和企业实施攻坚，
在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 十个重点领
域专项整治和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
突出从严执法， 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
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
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
信企业， 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
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从而把正在开展
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年”重点活动推
向深入。
据悉， 攻坚行动共分为三个阶段，
10 月 10 日前为发动部署阶段，10 月
11 日—12 月中旬为全面攻坚阶段，12
月中旬至 12 月末为总结巩固阶段。行
动期间，全市安全生产 12 个督查组将
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知的方式，对赤
峰市各地区、各部门攻坚行动的开展情
况进行督查。

赤峰文学艺术系列丛书首发

◇全媒体记者 赵娜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
体记者在松山区住建局了解 到 ，近
日，松山区住建局对辖区内的燃气分
销站点进行检查，查出存在安全隐患
的站点 4 处，检查现场对存在隐患的
站点下发了整改通知书。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松山区城
镇燃气管理工作，规范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 重点推进燃气行业精细化管
理，进一步推进松山区燃气行业继续
保持安全平稳的发展态势。结合松山
区住建局进行的行业安全生产检查，
近日对燃气分销点依次进行检查，此
次共检查了 16 处燃气分销站点，其
中 4 处站点存在安全隐患，除了对站
点下发整改通知书之外，还将对其进
行严格的跟踪检查，督促其整改落实
到位，以确保松山区燃气行业安全平
稳运行。

翁旗破获一起
出售非法制造发票案

◇通讯员 周昕颖

本报讯 近日， 翁牛特旗公安局
经侦大队成功破获一起出售非法制
造发票案。
翁旗经侦大队在侦办刘某某持
有非法制造的发票案中发现，犯罪嫌
疑人林某某伙同章某某等人于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间在赤峰市
区以散发小广告的形式出售非法制
造的发票， 章某某负责电话联系业
务，林某某负责送假发票，涉案金额
1.07 亿余元。经民警多方努力，顺藤
摸瓜， 终将涉案嫌疑人抓捕归案。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林某某、章某某等
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已被依法
提请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张玉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内 0404 民初 30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松山区人民法院

news

驾车上班遭水淹
民警救助脱危险
◇通讯员 皇金朋

本报讯 近日 6 时许， 宁城县公
安局汐子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在汐
子集市附近的桥洞下面有一女子车
辆被淹困在水中，要求出警救助。
接到报警后，汐子派出所民警迅
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辆白色轿车被困
在桥洞下面的积水内，积水已淹没车
窗 下 边 缘 ， 车 辆 的 涉 水深 度 约 1.2
米，车门也已锁死无法打开。此时，车
内被困女子因受到惊吓已自乱方寸，
民警见状及时用语音安抚车内女子
情绪，同时设法对女子施救，经仔细
观察， 民警发现被困车辆左后窗开
着， 随即引导该女子先将腿伸出，慢
慢从后窗爬出来， 在民警的引导下，
使该女子成功脱险。此时被困女子的
家属也赶到现场，告知民警该女子叫
刘某娜， 系汐子镇塞飞亚公司工人，
今早驾车上班时被困在桥洞下，非常
感谢民警的及时救助。

◆全媒体记者 肖璐摄影

◇全媒体记者 肖璐
本报讯 昨日， 由赤峰市文联主办
的赤峰文学系列丛书首发式暨赠书仪
式在赤峰青少年宫举行。
赤峰市文联党组书记、 主席李文
智代表文联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广
局、新闻媒体、市图书馆、赤峰学院图
书馆、红山区图书馆、松山区图书馆、
赤峰本土作家图书馆、 水榭花都社区

图书馆以及入编作者捐赠赤峰文学艺
术系列丛书 4000 册。
另据了解， 赤峰文学系列丛书由
市文联组织策划出版，丛书包括《赤峰
百柳文学丛书》（五卷本）、西拉沐沦丛
书（三卷本）、赤峰艺术丛书（三卷本），
以及蒙文丛书，共 14 本，囊括了小说、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不同文学体裁
以及摄影作品、美术作品、书法作品等
不同艺术类别。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普法宣传专栏（174）

宁城县法院
“
校园法制讲座” 提升学生法律意识
本报讯 十月秋高气爽 、 天蓝云
淡， 宁城县第三中学的师生在大操场
上整齐列队， 聆听一场别开生面的知
识讲座。 宁城县人民法院法官以分析
青少 年 犯 罪案 例 的 方 式 讲 授 法 律 知
识， 引发学生和教师对法治与生活的
思考。
为预防青少年学生犯罪， 提升青
少年学生的法律意识。近日，宁城县人
民法院走进宁城县第三中学，开展“送
法进校园法制讲座”活动。讲授法治课
的是宁城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伟
华， 刘庭长针对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
心理发育成长阶段辨别是非、 区分良
莠和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差， 自控力
弱，模仿力强，好冲动，容易触犯法律
等特点， 从宁城县近几年发生的青少
年故意杀人案、 抢劫案和沉迷网络游
戏引发的案件， 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引

发犯罪的心理、动机和起因。以学生能
理解和听懂的语言、 方式引导青少年
学生理解和反思， 达到良好的教育效
果。最后，刘伟华庭长又讲解了一起青
少年骑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 从遵
守交通规则、 电动车和摩托车的驾驶
年龄、 电动车的危害等方面为同学们
讲解了道路安全常识。
法院主动走进校园开展送法活
动， 较好地为全校师生的工作和生活
中 的 日常 行 为 起 到 规 范 和 警 示 的做
用，引导青少年学生不要崇尚暴力、不
要沉迷网络，要谨慎交友、注意安全。
通过讲座， 教育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
法律意识，规范和指导日常行为，结合
自身实际，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本
次送法进校园活动， 得到了学校师生
的欢迎和好评。
（李瑞生 张砚鹏）

不堪生活压力
男子欲轻生被救
◇通讯员 赵文龙

本报讯 自 " 两节 " 安保工作开
展以来，乌丹西郊派出所按照旗局的
安排部署，在辖区内扎实开展了 " 三
个不发生 " 创建活动，加大了对重点
单位和场所的巡查力度，并于近日成
功挽救一轻生男子，避免了悲剧的发
生。
9 月 27 日 17 时 45 分， 乌丹西
郊派出所接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在
敖包山上有人欲跳崖自杀。接到警情
后，所领导立即向局领导汇报情况并
安排警力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
警发现想要跳崖轻生的是一名三十
多岁的年轻男子，该男子坐在敖包山
观景台边缘的一块石头上，还时不时
俯身向下望，当时天已快黑，风还比
较大，如稍有不慎随时都有掉下去的
可能。见情况危急，民警当机立断，一
边由经验丰富的民警对轻生男子进
行沟通和劝说，另一边民警随时找机
会 对 其 展 开 强 行 救 援 。18 时 10 分
许，民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将该
男子从背后拉回至安全地带。
为了确保该男子生命的绝对安
全， 民警一方面积极联系其家人，另
一方面由擅长做心理疏导工作的教
导员对其展开疏导和劝说。 经了解，
该男子名叫齐某某，无工作，因不堪
生活压力选择轻生。在民警和其家人
的共同劝说下，齐某某终于想通并表
示以后一定好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