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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高考期间 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全媒体记者 宿珺
本报讯 2018年普通高校招
生 考 试 将 于 6月 7日 至 9日 进
行。为确保各考场周边环境安
静、交通安全畅通，公安交管部门
决定在 6月 7日至 8日的 8
：00—
12
：00、14：00—17：30，对 包 头
市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在此期间除公交车辆和接
送考生的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
车车辆通行。

具体为，昆区：乌兰道的阿吉
奈道至民族西路段（包九中）；友
谊大街的民族东路至市府东路段
（包六中）；民族西路的友谊大街
至红彦道段（包钢四中）；友谊大
街的包钢五中北门前东西各 50
米段（包钢五中）。青山区：文化
路 的 草 原 道 至 哈 达 道 段（包 四
中）、互助道至民主路段（一机一
中）；青山路的幸福路至赛音路段
（北重三中）。东河区：环城路的
一中西路至南门外大街段（包一

中）；康复路副食品至利郎路段
（包二中）。九原区：沙河街的安
定路至太原路段（包三十三中）。
高新区：文昌路的创业大街至泉
丰路段（包头蒙中）。
请通行以上交通管制路段的
车辆提前选择绕行线路。2018
年全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期间，
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考试安排和
道路交通管理实际，对其他道路
进行临时性交通管制，届时以执
勤交通民警的指挥为准。

2000余辆出租车义务送考

◆送考志愿者张贴爱心标贴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本报讯 4日上午，由包头市
运管处出租车管理所、包头市出
租汽车行业协会、包头市出租车
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办，建行包头
分行协办的“德润鹿城、文明包
头”2018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
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报名参与爱心
送考的出租车司机志愿者在陆续
领取了包头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摄影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的价值 2万余
元的解暑饮品后，纷纷在车上张
贴了爱心车标。
“能连续 7年参与到爱心送
考志愿服务中，为考生提供方便，
这是我们的荣幸！”从事出租车驾
驶工作 14年的郝师傅高兴地说。
包头市运管处出租车管理所
所长陈文生介绍，
“ 德润鹿城、文
明包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
已连续开展 7年，也成为包头市
创建志愿之城的一张爱心名片。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送考形
式采取出租车巡游送考，即考生
在高考期间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
坐贴有“爱心送考”车贴的出租
车。自从包头市运管部门在全市
发起爱心送考倡议后至目前，已
招 募 560辆 出 租 车 志 愿 服 务 车
辆，
800多名志愿服务者。与此同
时，爱心车队、温馨车队等出租车
志愿者都纷纷参与到爱心送考行
动中。高考期间，全市将有 2000
余辆出租车上路为考生服务。

列车员李霄然拾金不昧受到乘客赞誉
◇全媒体记者 鲁蒙海
本报讯 对于包头的张女士
来说，今年 5月 31日是一个有惊
无 险 的 日 子 。 当 天 晚 上 ，乘 坐
K264车去北京的张女士在上车
后不久就发现钱包不见了，里面
有 3000多元现金、银行卡、身份
证等重要证件。正在她急得团团
转时，乘警找到了她，把钱包交还

给了她。
原来，张女士上车后洗手时
不慎将钱包遗失在洗漱台上，列
车员李霄然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
个钱包，于是和这一车厢的列车
员丰丹丹一起把钱包交到乘警
处，乘警根据钱包里的信息顺利
找到了张女士。
对于李霄然来说，这只是她
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她因为热情

服务、无私奉献，多次受到旅客表
扬。前段时间，因为帮助一位崴
了脚的蒙古族大姐其其格还收到
过一封表扬信。
张女士当场拿出现金要感谢
李霄然，但被她婉言谢绝了，于是
张女士马上给两位优秀的列车员
写了一封表扬信，并一再说回到
包头后要送一面锦旗给她们，她
盛赞了铁路人拾金不昧的精神。

包头市部分地区将停电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本报讯 6月 6日-6月 25日，包头市部分
地区将停电。
6月 6日 8时至 20时，土右旗：范虎营村将
停电。6月 11日 8时至 19时 30分，固阳县：牛
场湾井、沙驼国选矿、小石拐水库、公中区井、公
中区联通、阿路忽洞井、南壕村、后公中村、阿路
忽洞村、通瑞选矿、大唐亚能风电、香坊联通基
站、大义公井灌、王成壕村、补卜代村、城口口
村、下瓦窑壕村、下瓦窑壕井、下瓦窑壕自来水、
上下三座毛安村、香坊大四合圣将停电。
6月 11日 7时 30分至 20时，九原区：懋菲
蒙、草原队、牛八队、牛东林队、牛场中心校、牛
场自来水、牛场扬水站、牛场渔业站、牛场鸡场、
牛场知情队将停电。6月 12日 7时 30分至 20
时，九原区：牛场东林队、内蒙古绿缘大地农民
专业合作社、牛场种植场、牛场扬水站、牛场三
砖厂、牛六队、牛场草原队、牛场鸡场、牛场二级
站、麻池二村养殖、牛场知青队、牛二队开荒地、
包头市德丰成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牛场八
队村、包头市奶业公司自来水厂、牛场渔业站、
牛场三砖厂、惠君达种养殖合作社、移动通信包
头分公司、牛八队、牛场十队、懋菲蒙奶业、包头
市奶业公司将停电。6月 12日 7时至 16时，九
原区：小韩庆村、东甲村、西甲村、五黑来村、小
昭湾村、画匠营子村、黄草洼村、万泉佳苑 A区、
万泉佳苑 B区、万泉佳苑 C区、万泉佳苑底店、
公安局九原分局看守所、污水处理厂、画匠营子
村、万水泉住宅小区、前明果树队、共青鸡场、包
头市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附近区域将
停电。6月 12日 8时至 16时，九原区：金家粒农
产品、哈业八九村西变、哈业八九村东变、哈业
八九村南变、中国铁塔、哈业胡同中心幼儿园、
哈业胡同信用社、哈业供电所、哈业胡同卫生
院、经济小区、中国石油天然气、天养生态、阖顺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金信农牧业将停电。
6月 12日、6月 13日、6月 14日 8时至 19时
30分，土右旗：小城南、加热站、金河湾、小东湾、
后湾、哈只盖、林业局、国恩禅寺、煤检站、二金
柱、四连补、山路煤炭公司、八七桥白灰、煤检
站、交通铁路、收费站、北只图新农村、大东村将
停电。6月 13日 8时至 16时，固阳县：大水卜洞
村、怒气梁村将停电。6月 15日 8时至 19时 30
分，固阳县：阳湾、闫贵壕、南大西滩、西号、大
号、高前壕、小西滩、上连山、丈房塔、兴盛农场、
卜塔亥农业项目区、闫贵壕井灌、阳湾收费站、
通瑞矿业、通瑞采矿、禄旺工贸、小西滩选矿、鑫
星选矿、周喜才采矿、京运通风力发电、嘉隆矿
将停电。6月 15日 9时 19时 30分，
土右旗：
裕达
实业、管理所、移动、环保局、公山湾卫生院、网
通、二治、清水弯、九峰山管委员会、南沟门、阿圪
料、香桂铺、永合太、前脑包、葫芦什太、清水湾、
大队、乌拉地、朱尔圪庆、黄土峁、巴种尧、得胜
沟、野大队、大塔、乌梁什太、六道坝、曹德尧、黑
土坝将停电。6月 20日 6时 30分至 19时，土右
旗：
美岱桥村、吕家、东老丈村、上麻糖村、下麻糖
村、新营子村、丹进营村、苏卜盖村、德胜营村、王
老四村、二座村、火盘村将停电。6月 25日 8时
至 19时 30分，固阳县：卜北村、厂汉此老、大城
西、合同沟、预制品、人饮井、卫生院、上双水泉自
来水、济民种养殖业、田丰农牧业、大中水源井、
光伏发电、
鹿源水源井将停电，
望客户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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