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城事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农历十一月廿六 责编：吕雪飞 美编： 张志影 校对：李华 排版：张志影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将于 1 月 21 日开幕

五大亮点抢先看
的形式，种植展示各种新奇特的瓜果。

亮点二： 亲近田园享春光
休闲采摘趣味浓
由草莓、番茄采摘园构成的农事体验
区，使游客充分感受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尽情嬉戏中释放
童趣，让大人们在喧嚣的城市中感受世外
田园。

亮点三： 和润绿岛生态大酒店
缔造舌尖上的美味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记者从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暨北方冬
季蔬菜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定于 1 月
21 日开幕。预计接待游客将从首届嘉
年华的 17 万人次增加到 30 万人次。
本届农业嘉年华将以“发展乡村休闲
观光，建设北方全季大花园、大菜园、
大乐园”为主题，按照“两馆两廊一区
一园”的模式进行筹办，与首届和润农
业嘉年华相比，有五大突出亮点。
亮点一： 规模更大 景观更丰富
本届嘉年华在主体景观提档升级的

news

国网敖汉旗供电分公司

开展
“
人人一小课”活动

◇通讯员 王向芳

本报讯 近日， 国网敖汉旗供电
分公司为青年员工搭建展示自我的
平台，开展 " 人人一小课 " 活动。
该公司青年员工将讲课内容以
PPT 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内容以促进
实际工作为出发点， 从安全生产、营
销服务、电网建设等不同专业向大家
展示课件内容， 在整个分享过程，他
们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娴熟
的业务知识把最优秀的一面展现给
大家，引起现场阵阵掌声。
国网敖汉旗供电分公司领导现
场对每位讲课人员进行了点评，并鼓
励他们立足本职工作创新创效，为企
业发展贡献力量。

赤峰新闻微信 腾讯微博
码上一扫看新闻 新闻报料平台

基础上，将展区总面积从首届和润农业嘉
年华的 4.8 万平方米增至 7 万平方米，增
加了翠鸣谷展区、热带雨林展区、诗书礼
乐展区、百福园展区、自然学院展区、社区
农场展区等数十个展区，并展示“一带一
路”的丰硕成果。“翠鸣谷”利用元宝山镇
花果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结构，采用地下
廊道形式，削壁穿洞，架虚构空，运用蝴蝶
兰及各色草花装扮而成。各类假山、怪石、
花草点缀其间， 各种小动物穿梭其中，可
谓是巧夺天工。热带雨林展区采用热带雨
林特色布景形式，融入东南亚特有的动植
物等元素，充分展示东南亚国家的热带雨
林风情。诗书礼乐主题馆则以孔子倡导的
“诗书礼乐” 为主题， 展现深厚的文化内
涵。“百福园” 展区以各种创意竹制廊架

酒店占地 8000 平方米，能够满足 1 千余
人同时就餐。 并采用独特的东南亚风情，
以绿色植物景观搭建整体格局，巧夺天工
的园林景观全方位展现绿色生态的就餐
环境，绿色纯天然的各类食材打造舌尖上
的安全。 在这里，自然美景和天然美食交
相辉映，餐饮文化和农业文明和谐共生。

亮点四： 特色食品琳琅满目
活动体验妙趣横生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上既有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蒙古等国家
的各类商品，又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民俗
特产； 既有国际友人参与的近景魔术，又
有宫廷气派的皇家马车；既有垂钓、陶艺、
扎染等民俗工艺， 又有恣意驰骋的赛马
场。

亮点五： 贴心服务 周到全面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有专业
导游团队为广大游客提供热情、优质的讲
解服务；同时还配备了科技感十足的微信
语音导游系统，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形式了
解整个嘉年华的内容。

喀旗当铺地45户贫困户领取生计金收益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赤峰市红十字会获悉， 红十字
会彩票公益金博爱家园生计金项目赤
峰市喀喇沁旗当铺地村贫困户红利领
取仪式近日在赤峰中兴首创混凝土搅
拌有限责任公司举行，3 名贫困户代表
45 户贫困户领取了生计金收益。喀喇
沁旗红十字会和牛家营子镇负责人参
加了发放仪式。
当铺地村是喀喇沁旗这个国贫旗

县 贫 困 户 最 多 的 村 之 一 。2017 年 年
初，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王汝鹏
选择了这个村作为扶贫联系点， 于 5
月份、7 月份、11 月份 3 次来到村里开
展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博爱家园
项目惠及该村， 除了为该村修建一处
水塘解决无水浇地难题外，还将 15 万
元生计金项目款以贫困户的股金形式
投入中兴首创公司， 由中兴首创公司
每年为 当 铺 地村 精 准 扶 贫 户 发 放 收
益，每年可为该村 45 户贫困户 135 人
增收 14400 元。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普法宣传专栏（200）

资质挂靠不靠谱 合法承建需谨记
本报讯 原告吴某与被告胡某、赵
某、路源公司、巨恒公司、亿辰公司因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 据原告
吴某陈述，其与被告胡某经过协商，决
定将被告承揽的车库管道安装承包给
原告，截止 2014 年 6 月，被告胡某共
拖欠人工费 92399 元。 但胡某却以各
种理由拒绝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因
此吴某请求判令胡某给付 92399 元，
其余被 告 在 不 同 范 围 内 承担 连 带 责
任。经审理查明，被告赵某没有施工资
质属于非法承包及非法转包， 因此承
包人胡某及其所涉及到的承包关系均
应认定为无效。 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 吴某请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应以支持。路源公司、
巨恒公司在与胡某建筑施工资质借用
关系中， 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行
为，其主观上有过错，应承担连带给付
责任。

法官分析：
上述案件中， 所涉及到的违法行
为我们可称之为资质挂靠， 是指无建
筑资质证书的单位、 个人或低资质等
级的单位或个人， 通过租借其他有资
质单位的方式， 向有资质的单位缴纳
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 以有资质单位
的名义招揽工程， 从而获取非法利益
的行为。
（刘铠源）

翁旗交警
救援事故车辆
◇通讯员 哈达

本报讯 进入冬季以来， 交通安
全风险陡然上升，为确保辖区道路畅
通和车辆通行安全，翁牛特旗公安局
交警大队根据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开
展“保平安、促稳定”百日会战专项行
动相关部署，要求各基层交警中队加
大公路巡逻力度， 保证辖区道路畅
通。
1 月 5 日下午 15 时 30 分许，翁
旗公安局交警大队桥头中队民警驱
车在路面巡逻时，民警发现一辆载有
块煤的低速货车由于爆胎致使车辆
侧翻在路中央， 且煤块倾覆在路上，
严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造成交通堵
塞，幸无人员伤亡，见此情况民警立
即上前进行救助，中队民警立即采取
了应急处置措施，对周边围观群众及
车辆进行疏散，提示沿途驾驶员注意
避让， 并快速联系就近救援铲车，开
始事故车辆撤离工作，经过三个多小
时的努力终于把事故车辆和车上的
货物全部清理完毕。
最后，执勤民警对交通事故货车
车主进行了教育，希望其时刻注意交
通安全，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做到安
全行车。

元宝山区拘留所

加强被拘留人员
档案管理
◇通讯员 刘慧敏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拘留所基
础工作台账及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健
全在拘人员档案资料，全面准确地掌
握在拘人员各方面信息，元宝山区拘
留所多措并举，认真做好在拘人员的
档案管理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培训， 提高认识。
为提高民警对基础业务台帐重要性
的认识，规范档案填写标准；二是落
实岗位职责，及时采集录入。按照谁
录入，谁负责的原则，负责信息采集、
录入的民警，注重在平时工作中对原
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三是分类存
档，保证档案资料完整。拘留所执行
一人一档，档案员定期收集在拘人员
在拘留期间所形成的文件材料，进行
核查，查漏补缺，及时对各类档案材
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编排文件顺
序，填写卷内文件目录、组装成卷，登
记造册。 收拘岗民警在办理收拘、释
放等法律手续时，做到认真查验各类
文书，医生要认真对被拘留人员进行
入所健康检查，并在风险评估表和入
所健康检查表上填写意见并签字，保
证了档案资料的合法、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