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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区多地段出现无主垃圾

◆全媒体记者 赵娜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赵娜
本报讯 近日， 红山区环卫清洁四

大队对辖区内的无主基建垃圾、 无主
生活垃圾进行了一次集中清理， 还辖
区整洁环境。

近几日，红山区环卫清洁四大队的
清扫人员分别在红烨大街加油站东树
林、远联钢铁厂、工业园区、宝丰后弃管
楼及友谊大桥下等多处地段发现了大
量的“无主”垃圾。据了解，这些“无主”
垃圾往往都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清扫
队员找不到倾倒垃圾的主人，处理起来
尤为困难，令人倍感头疼。红山区环卫
清洁四大队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如
果等时间太长就会导致垃圾上覆盖新
的垃圾，大家都来乱倒，清扫清运难度
就更大了，也影响市容市貌，最后只有
我们清扫队员自己一铲铲的来清运，我
们本来以为清干净了也就没人倒了。”
但是，清扫队员一次次帮助清运，反而
“助长”了乱倒基建垃圾、生活垃圾的风
气，很多人觉得基建垃圾、生活垃圾随
便找个地方倒，迟早有人会清理。清扫
队员粗略地算了一下，每年光清理这些
无主基建垃圾、 生活垃圾就达 100 余
吨。 希望市民和商户能够将垃圾倾倒在
指定垃圾点，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

弘扬志愿精神

为弘扬志愿精神，在全社会营造
出关心志愿者、支持志愿服务、人人
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近日，赤
峰图书馆举办首届“弘扬志愿精神，
创建德善赤峰” 志愿者日活动暨”赤
峰外国语学院志愿服务基地”揭牌仪
式。 活动现场，82 名志愿者荣获优秀
志愿者荣誉证书。
全媒体记者 王小溪 摄影报道

news

红山区预防重特大交通
事故
“
百日行动”启动
◇全媒体记者 赵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道路
通行秩序管控，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确保春运、“两节”、“两会”安全，根据
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近日，红山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开展了预防重
特大交通事故“百日行动”。目前，各
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据了解，为有效震慑交通违法行
为实施者，红山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格对“两
客一危一货” 车辆出入境检查登记，
一经发现交通违法行为，立即勒令整
改， 坚决做到不消除违法行为不放
行。此外，通过分析近期内辖区发生
的道路交通事故情况，要求将疲劳驾
驶作为日常防控工作重点，并根据疲
劳驾驶的发生特点， 重点强化夜间
24 时至凌晨 3 时、 日间 12 时至 14
时两个时段的路面巡逻工作，强化对
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同时
红山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将采用测
速设备，加大路面超速行驶交通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有效遏制因超速行
驶引发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翁牛特旗公安局网安大队

松山区玉龙街道侨联
获自治区先进集体荣誉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
体记者从松山区玉龙街道办事处获
悉，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上，松山区玉龙街道办事处
侨联获得“内蒙古侨联系统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是全区 10 个受表彰先
进集体中惟一一个基层侨联组织。
玉龙街道侨联自成立以来，共投
入资金 8.3 万余元，用于硬件设施打
造、“侨谊桥”侨务工作室建设和日常
工作运转；争取自治区和市侨联经费
4.3 万元，用于侨联活动开展、困难归
侨侨眷慰问等方面，为侨联工作扎实
有效开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为
使侨联工作有场所、 居民活动有场
地，侨联在街道 9 个社区全部设立了
侨务工作服务窗口，同时向全街侨民
发放了免费活动卡，侨民凭此卡可在
街道任一社区活动中心免费参与各
种活动，从而为侨联日常活动开展提
供了可靠的阵地保障。 侨联下设的
“侨谊桥”侨务工作室自运行以来，结
合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建党节、国
庆节等重要节庆日开展了文体联谊、
法律咨询、健康讲座、志愿服务等系
列活动 20 余场次。

长胜镇扶贫攻坚有新招

光伏产业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通讯员 尹亚楠
本报讯 走进长胜镇， 一片片照亮
村庄的蓝色光伏发电板映入眼帘，光伏
发电板承载着为长胜镇增收的希望。
2017 年长胜镇党委、政府立足本
镇实际， 积极谋划， 着力打造光伏小
镇。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内蒙古智恒太
阳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到长胜镇安装
自然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符
合条件的户每户安装 5400 瓦，根据全

镇各村现有变压器容量测算， 并网容
量可达 8500 千瓦，可满足 1714 户安
装需求， 其中可覆盖贫困户 1135 户。
投资额度可达到 0.85 亿元。 并网发电
后公司每年付给乙方屋顶使用补助费
为人民币 2000 元整，补助费给付期限
为 20 年。
目前， 光伏发电项目在全镇已全
部铺开， 目前已经安装完成 12 户，该
项目实施后对助力我镇脱贫攻坚工作
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翁牛特旗公安局乌丹派出所

开展
“
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通讯员 张梦然 周凯华
本报讯 12 月 4 日上午，翁牛特旗
公安局乌丹派出所在城区开展“12·4”
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
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
发放宣传手册、“互联网 +” 等方式进
行法律宣传，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增强
全民法制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活
动中，宣传民警发放法制宣传资料，与
群众亲切交流， 讲解与广大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鼓励大家积
极主动学好法律知识， 依照宪法法律
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咨询台， 摆放各种法律法规
和安全防范宣传材料， 采取以悬挂宣
传横幅、 解答法律问题等多种形式开
展法制宣传， 积极营造了宣传法治氛
围。
活动当天， 该所共发放安全宣传
资料 12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110 多
人次， 有效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宪
法意识和法制观念。

加强网站、
微信平台管理
◇通讯员 汤九海

本报讯 2017年6 月 1 日《网络安
全法》实施，翁牛特旗公安局网安大
队抓住新法生效的有利时机进行多
渠道宣传，让更多的了解网络安全法
的相关内容，主动遵守法律，配合公
安机关开展安全管理。同时翁旗网安
大队严格按《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 组织民警开展网络安全大检查，
严格落实网站、微信平台备案制度。
翁旗网安大队严格落实网上巡
查制度。要求网站落实发布信息审核
制度， 所有发布的内容必须经运营
者、法人或指定的安全员进行审核把
关，未经审核的内容严禁在网站上发
布。对涉及邪教、民分、谣言、淫秽色
情、 暴力恐怖信息， 涉及枪支弹药、
弩、刀具、迷药、假币、假发票等信息
及时发现，及时删除。网安大队建立
了多个 QQ 群、微信群，将全旗各网
站、微信平台的法人、管理员、安全员
都加进来，形成一个经常交流协作的
亲密群体。 在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时，
网站、微信平台管理员能在网警的参
与下， 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真相，进
展及处置情况，并通过他们为广大网
民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理性关注，有
效挤压了谣言的生存空间，促进社会
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