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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环卫工人安全权益刻不容缓
□通讯员 路婧

■发放《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宣传单
□全媒体记者 朱子辰 通讯员 冯斌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弘扬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12月 2日
上午，内蒙古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直
属支队兴和治超大队以“尊法守规明
礼、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通过悬挂条

幅，LED提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
台等方式，向过往司乘开展形式多样的
安全主题教育宣传工作，通过活动的开
展，进一步增强交通参与者法治意识、
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提高公民爱路护
路意识，自觉维护道路安全畅通，积极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交通安全的浓厚
氛围。

家长会上的交通安全课
□通讯员 张占粉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家
长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涉及学
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商都县
交警大队组织宣传民警走进育苗小学，
利用学校举行家长会有利时机，为学生
家长上了一堂交通安全知识课，受到广
大老师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讲座中，宣传民警首先向家长们通
报了今年以来全县发生的交通事故情
况，并讲述了典型的与学生有关的交通
事故案例，告诉大家交通安全的重要

性，作为家长，应该做好孩子的老师，管
好自己的孩子，要经常给孩子讲交通安
全常识，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养成自觉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良好习惯。
会后，该大队副大队长李娟向家长
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家长代表及校方负
责人分别发了言，通过讲解，广大家长
对交通安全有了全新的认识，认识到了
交通安全对于自己及孩子的重要性，表
示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做一名合格的遵纪守法的好公
民。

家中交易毒品 警方破门而入
□通讯员 万瑞文 赵建平 王春山
本报讯 在岁末年初，全区社会治安
集中整治“百日行动”中，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快速出击，成功
破获一起毒品交易案件，当场抓获违法
犯 罪 嫌 疑 人 2名 ，缴 获 毒 品 安 钠 咖
711.
15克，
老羊油 370.
62克。
近日，四子王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民
警经过连日来缜密侦查，掌握了有人在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某小区内贩卖毒品的
线索。得知情况后，局领导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制定了详细
的侦查和抓捕方案，并指派禁毒大队民
警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四个昼夜 96个小时的秘密侦查
和蹲坑守候，犯罪嫌疑人郭某逐渐浮出
水面，在经过前期大量侦查的基础上，民
警展开了收网行动，在乌兰花镇某小区
郭某家中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
疑人郭某和王某抓获。
经审讯，郭某对自己贩卖毒品、王某
对自己购买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均
供认不讳。

集宁区虎山派出所妥善协调一起农民工纠纷
□通讯员 赵千
本报讯 随着深冬季节的到来，各大
工地也都陆续进入冬歇，随之而来的消
防安全隐患和农民工讨薪发生的纠纷成
为基层警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集宁区公安局虎山派出所成功化解
一起群体性事件，避免了因农民工劳资
纠纷引起的冲突扩大化。近日，虎山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辖区某工地发生农民工
围堵甲方项目部的情况，民警接警后迅
速赶往现场，现场有近四十名农民工将
甲方项目部工作人员围堵在办公室内。
民警将现场情况迅速向上级领导进行汇
报，同时，将冲突双方分离，现场农民工
的情绪比较激动，对民警的劝阻工作较
为抵触，经民警耐心说服，双方同意派代

表在民警主持下进行协商，民警细心听
取双方的叙述后了解，甲方与施工方都
是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实现劳务对接，
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支付关系，但因劳务
公司负责人不在本地出现了支付瓶颈的
问题，而一部分农民工又提前购买了返
乡的机票，急于兑付工资返乡，故此出现
矛盾。民警先是用贴心的话语将双方的
情绪稳定下来，再帮助双方积极联系劳
务公司负责人，以一个更高的站位，解决
双方的矛盾，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努力，双
方最终达成调解，围堵工人顺利散去，工
资的发放得到妥善的处理，双方都对民
警长时间的努力表示了真挚的谢意，民
警也为能成功化解此次群体性事件感到
由衷的高兴。

助。

三是近年来，区城管局累计投
本报讯 目前集宁区现有环卫
资 5200多万元，购置各类环卫作业
工人 3700多人，人员构成主要是下
车辆 141台，环卫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岗再就业人员、失地农民工和临时
80%。
工组成，主要从事城区大街小巷、平
四是 2013年起集宁区开始配置
房区、城乡结合部的清扫保洁工作， 环卫工人休息室，截至目前，共设立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在 14小时左
25座（包括 6座移动式休息室，其余
右。环卫工人工作面临着诸多问
与公厕配建或单独建立），另外市总
题：工作时间长、工作范围广、工作
工会还捐赠“环卫工人爱心驿站”8
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作存在危险
座，并投入 10万多元为我局已建成
性以及部分生活最低保障难以兑现
投入使用的 25座环卫工人休息室配
等相关问题，因此，集宁区城管局采
备了生活用品。
取多项措施，提高路面作业安全系
五是集宁区城管系统工会以
数、确保一线环卫工人的作业安全， “关爱环卫工人、助力‘五城联创’专
最大限度的保障环卫工人的基本权
项行动”为契机，积极与市、区两级
益。
工会组织协调对接，并呼吁社会各
一是逐年为环卫工人增长工
界共同关心环卫工人、支持环卫事
资，一线环卫工人的工资从 2011年
业，以实际行动为环卫工人排忧解
每人每月 980元增长到现在每人每
难，为一线职工争取更多的优惠政
月 1500元；每年投入 70多万元为全
策和全方位的资助。
体职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六是为了凝聚力量，点燃广大
二是从 2016年开始，城管系统
职工的工作和创业激情，城管系统
工会携手市、区两级工会组织开展
工会结合职工队伍实际，大力选树
了“走进环卫工人、共话精准帮扶救
先进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广大职
助”活动，对身患大病和特困职工纳
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集宁区城管局宣
入工会日常帮扶，进行精准帮扶救

乌拉哈乌拉派出所及时开展
今冬明春消防安全部署工作
□通讯员 巴特尔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扩大消防
安全知识普及范围，切实维护辖区
消防安全，提升火灾防控安全技能，
全面提高辖区各单位和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近日，察右前旗乌拉哈

乌拉派出所组织全所民警深入辖区
各单位，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如幸
福院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宣传
安全生产、火灾防控及火炉煤气中
毒防控工作等，现场指导村民合理
堆放桔杆，有效提高村民安全防火
意识，
杜绝发生火灾伤亡事件。

乌拉哈乌拉派出所
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
□通讯员 巴特尔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人
口、重点人员及出租房屋管理工作，
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察右前旗
乌拉哈派出所积极开展流动人口、重
点人员及出租房屋管理工作。
今年以来，乌拉哈乌拉派出所针

对辖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变动较大
的实际情况，及时部署，提前行动，安
排辖区民警以管片为单位，加大出租
房屋、流动人口清理整顿工作，实现
了流动人口、出租房屋信息化管理，
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动人口的漏登和
漏管现象，减少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
动，有效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

乌拉哈乌拉派出所组织民警
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通讯员 巴特尔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十九大的历
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切实把全所公安民警、警务辅助人
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进一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五城联创专题

主义思想引领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公
安工作，乌拉哈派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
全所民警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当
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好抓实，认
真做到示范带头学、联系实际学，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
高综合能力和履职水平。

乙肝抗体浓度低了，
需要加强么？(
一）

说到乙肝疫苗，大家都不陌生，
乙肝疫苗在全世界应用广泛，具有杰
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记录。乙肝疫
苗注射，一般按照三针的注射程序
（即 0
、1
、6个月），经过三针注射，9
0
%
以上的人员都会产生抗体。
由于每位接种者的情况不同，有
些人接种乙肝疫苗后抗体水平较高，
持续时间较长；而有些人接种乙肝疫

苗 后 ，抗 体 水 平 较 低 ，持 续 时 间 较
短。那么当抗体浓度低了，需要马上
加强么？
1
.
从抗体水平本身的角度，乙肝
抗体浓度＞1
0
mI
U/
ml，会有保护作
用，反过来低于这个数，可能保护作
用不强了，就需
传递卫生知识
要打加强针。 集宁区疾控
中心宣

助力五城联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