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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延长供暖期 实实在在暖人心
◇全媒体实习记者 夏瑞婷

本报讯 近日， 乌海市出现大风降
温天气过程，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 1℃
以下。 按照有关规定，2017—2018 年
采暖期将于 4 月 15 日结束，让不少用
户担心停暖后会挨冻。 昨日，记者从乌
海市热力公司获悉，为保障用户尤其是

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在低温天气下
的用热需求， 该公司将推迟停暖时间，
对其所管辖范围内的供热区域用户免
费延长供热 3 至 5 天， 待降温天气过
程结束后，再结束本采暖期供热。
目前， 乌海市热力公司已协调京
海发电厂和北方联合电力乌海热电厂
两家热源单位提前做好准备， 全力保

障延长供暖期内的热源稳定和供给，
同时要求所属各分公司及换热站做好
全网供热平衡和调度工作， 保障用户
供热质量。
市民张军说：“此次延长供暖，不
仅是紧贴民生、 应百姓需要而动的基
本关怀， 也是一种人性化城市管理方
式的彰显。 ”

乌海市开展春耕农资定量包装检查
◇全媒体实习记者 夏瑞婷

本报讯 眼下正值春耕备播时节，
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 切实保护农
户利益，近日，乌海市工商管理质量技
术监督局积极开展农资定量包装商品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此次抽查对农资经销单位销售的
化肥、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定量包装

商品的净含量标注字符是否规范、净
含量标注与实际称量是否相符等方面
为查处重点。 乌海市工商管理质量技
术监督局执法人员、 质计所技术人员
共对 2 家农资经销店的过磷酸钙、黄
金甲肥、复合肥、尿素等 5 批次化肥、
23 种瓜果蔬菜种子进行了现场监督
检查和抽样工作。 经查，两家店经销的
化肥及蔬菜瓜果种子包装商品标注净

含量与实际净含量误差均在允许范围
内。
通过此次检查，增强了农资生产、
经销企业的计量法律法规意识， 严厉
打击了农资计量违法行为， 保护了广
大农户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确保全市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本报 讯 近 日 ， 乌 海 市 个 私 党 建
办与各区个私党建办分别走访了金
裕市 场 党支部、万 客隆 商 场 党 支 部 、
民乐 市 场 党 支 部 示 范 点 建 设 以 及 各
市场的“三亮户”， 积极指导推动党
建示范点工作和“三亮”活动向纵深推
进。
从年初， 乌海市个私党建办给各
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通知继续筛选、
增 加 个私 经 济 党 组 织 党 建 示 范 点 与

“三亮”户。 对已经被评选的各门店在
显著位置悬挂“共产党员经营户”承诺
公示牌，亮牌经营，承诺守法经营、诚
信经营； 共产党员佩戴党徽， 亮明身
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为其他经营户
作出表率。 个私党员三亮户纷纷表示，
悬挂承诺公示牌后， 营业额有了明显
的提高，好多客户看到悬挂的“共产党
员经营户” 牌匾后都竖着大拇指连连
称赞“共产党员开的店，我们相信”。 同
时，按照承诺去做，永葆共产党员经营
户的本色。

◇全媒体实习记者 陈红
通讯员 刘海霞

本报讯 近日， 乌海市环通运输
公司客运二分公司驾驶员杨德华被
查出了胰腺癌， 本是家庭的顶梁柱，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这个原本并不
富裕的家庭更加无法承受。
公司工会组织在了解情况后，积
极组织号召全公司的干部职工开展
捐款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患者与病
魔作斗争。 经过短短几天的募捐，共
募集爱心捐款 12775 元，已于第一时
间交到了患病职工杨德华家属手中。
善款有限，爱心无价。 通过这次捐款
活动，体现了环通运输公司对职工的
温情关怀，也体现了公司职工之间关
爱互助的优良风范。

警力沉下去
民心聚上来

乌海市：党员经营户亮身份促诚信
◇全媒体实习记者 夏瑞婷

爱心捐款暖人心

记者了解到， 通过创建党建示范
点和“三亮”活动的开展，促使党员发
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和行业引领作用，
做好身边同行的表率。 党员积极争做
服务发展的带头人、 服务顾客的贴心
人和回报社会的热心人， 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党员经营户的诚实和信誉，营
造文明诚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不断推
动党建示范点工作和“三亮”活动向纵
深发展。

传承良好家风
弘扬中华美德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惠
通讯员 孙玉民

本报讯 为减轻派出所民警工作
压力，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推
动平安社区的创建，最终实现平安海
南的总目标。 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分局
在全局范围内开展全体民警下社区
活动，分局所有所队科室民警全部认
领责任区到辖区人户，到辖区开展实
有人口登记、 安全防范宣传等工作，
从而提高见警率，降低发案率，加强
实有人口采集率， 收集社情民意，宣
传国家政策，拉近警民关系，维护社
会稳定。

精短消息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
和谐家风，4 月 12 日下午， 乌海市海
勃湾区第五小学 2018 年第三期道德
讲堂如期举行， 本次道德讲堂由二年
级一班、二班任课老师组织，共有 103
位家长参加了以“传承良好家风，弘扬
中华美德”为主题的道德讲堂。
活动结束后， 家长们自发在班级
群中交流自己的感悟：“家和万事兴，
百善孝为先。 我们每个人都要懂礼、感
恩、讲诚信，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
“家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以身作
则，教给孩子懂规矩、孝敬长辈、知礼
仪、讲诚信。 ”
通过开展此次道德讲堂活动，使
大家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家风家训进

行了思考，切实将“道德讲堂”的精神
内涵践行并扩展至日常生活中。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惠
通讯员 汪维依 郑景樱 摄影报道

海勃湾国土资源分局 2018 年第一季度挂牌出让成交土地 1 宗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惠 通讯员 龙菲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乌海市国土
资源局海勃湾分局了解到，2018 年第

一季度该局挂牌出让成交土地 1 宗，
面积 0.48 公顷， 土地成交总价 46.08
万元； 划拨土地 6 宗， 面积 24.64 公
顷。 协议出让土地 4 宗，面积 0.095 公

顷， 土地成交总价 49.30 万元，4 宗土
地均为个人住宅二楼国有土地使用权
续期。

4 月 12 日， 海南供电分局开展
以“一诺千金 不忘初心”为主题的团
员承诺践诺竞赛启动仪式。 会议传达
了乌海电业局团委团青工作会的会
议精神，号召分局团员以党委书记全
永利对团员的殷切希望为奋斗目标，
以团委书记刘绪姣对团员的具体要
求为行动指南，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发挥好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并针
对 2018 年团青工作新形势、新要求、
新变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体安排。
安然
依据内蒙古电力公司及乌海电
业局标准化工作总体要求和统筹安
排， 乌达供电分局高度重视紧盯任
务，科学部署综合施策，本着“人才是
企业发展第一资源”的原则，紧紧围
绕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为职工培训工
作的指导思想，以标准化工作流程融
入实际工作中为契合点，扎实开展标
准化工作，努力做到环环相扣步步相
连层层相融，着力提升标准化工作质
量，进而使标准化工作高效、有序进
行。
李宏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