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
4家企业被生态环境部点名
◇全媒体记者

温晔峰

本报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
123家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排
污单位和处罚整改情况。其中严重
超标排污单位中，污水处理厂共 78
家，
占总数 63.
4%，
占比最高；
其次为
涉废气排污单位共 30家，占总数
24.
4%。从地区分布看，
新疆、山西、
内蒙古和辽宁严重超标排污单位数

量较多，
共 70家，
占总数 56.
9%。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
到，在此次生态环境部向社会公布
的 2018年第二季主要污染物排放
严重超标排污单位和处罚整改情况
中，内蒙古 14家企业被生态环境部
点名，
其中包含两家为挂牌督办。
其中内蒙古 12家企业被处罚
整改，包括：内蒙古乌海市黄河公贸
集团千里山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鑫洲供热有
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庆华
煤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东乌
旗广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太西沪蒙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加通污
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固阳县金山镇生活污水处理站、
内蒙
古自治区乌海市污水处理厂、
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环亚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宝龙山分司、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
利民污水处理厂、
内蒙古自治区镶黄
旗新宝拉格镇污水处理厂。同时内
蒙古源通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
海市华信煤焦化有限公司，在 2018
年连续两个季度严重超标且第二季
度结束时仍未整改完成，
存在屡查屡
犯、长期超标问题。经研究，被生态
环境部要求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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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展示
安全文明出行
1
2月 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宣传
日，包头市交管支队民警在包头长
途汽车站发放并讲解文明出行宣
传。今年是我国第七个交通安全
日，今年的主题是“细节关乎生命、

安全文明出行”
。为此，
包头交管部
门对当前常见危害安全的小细节进
行了盘点，
并提示大家不要让
“小细
节”成为危害人身安全的“杀手”
。
全媒体记者 宿珺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呼市第二十六中学
据 了 解 ，本届科技节的主题是
学生展示制作的机器人。当日，玉 “童心童创，
牵手未来”
。学生们带来了
泉区首届
“童创未来”
青少年科技创 “空气大炮”
“足球赛小车”
“气压小火
新微视频暨优秀科技教育活动视频
箭”
“水龙卷风”
“磁珠迷宫”
“太阳能磁
案例征集现场交流展示活动开幕， 悬浮”等多项科技发明、
科学实验。
在玉泉区青少年宫隆重举行。
全媒体记者 弓小立摄影报道

公安机关打造
“智慧出入境”市民办证更便捷
◇全媒体记者

第二届中国 呼和浩特（武川）国际冰雪灯会嘉年华开幕

冰雪节等你来撒野
◇全媒体记者 王晓玲
本报讯 4日，第二届中国 呼
和浩特市（武川）国际冰雪灯会嘉
年华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呼市举
行。记者了解到，此次冰雪节由呼

市市委市政府主办，武川县县委县
政府承办。举办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22日至 2019年 3月 8日。活动
主题为：
“畅游魅力武川 尽享冰雪
激情”
“
。规模大、项目多、气氛火、品
牌多”
是本次冰雪节的项目亮点。

齐晓英

古公安出入境政务服务网或内蒙
古出入境微信公众号，点击登录按
钮，在弹出的两项认证界面中输入
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即可通过个
人I
D账号网上申请办理港澳台旅
游 签 注 业 务 ，缴 纳 证 件 费 和 快 递
费，完成个人信息系统核查，证件
制作揽送等流程。

本报讯 近年来，
随着全区出入境
业务受理量逐年递增，
为减少申请人
在窗口的等待时间，
自治区公安厅出
入境管理局依托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
证”
平台努力打造
“智慧出入境”
。
平台上线后，申请人打开内蒙

午高峰小学生晕倒 交警一分钟护送至医院
全媒体记者 宿珺 通讯员 于慧荣

南绕城交管对肇事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
11月 15日，包头市驾驶人杨
某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12月 1日，包头交管支
队南绕城大队对包头市鸿福顺达
物流公司安全负责人和驾驶人杨
某某进行约谈，要求公司对所属驾

驶人员及车辆限期整改，加强交通
安全管理，杜绝再发生类似重大交
通事故。企业负责人表示，将对企
业内驾驶人员进行再培训，学习相
关法律法规，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意
识。
蒙峥

很快，120急救车到达校园门
口，医护人员简单给这名学生做了
处理后，说得往最近的医院送。张
磊当机立断说：
“ 你们跟在我的警
车后面，我现在就通知同事帮忙在
路口把车分流开。”
于是，一辆警车与一辆 120急
救车疾驰在沙河街上，仅用一分钟
便到达了最近的九原区医院。孩
子得到及时救治。

本报讯 11月 29日中午，包
头九原区沙河二小的放学铃声响
起，九原交管三中队民警张磊正在
校门外进行护校执勤工作时，忽然
学校里一名老师跑来向他求助，说
一 名 学 生 晕 倒 了 ，已 拨 打 急 救 电
话，但时值放学高峰期，担心急救
车被堵。

声
明

蒙 J55729蒙 JG837挂，蒙 J52751蒙 JF712挂，蒙
J66147，
蒙 J66688蒙 JN264挂，
蒙 J59417蒙 JK238挂，
蒙 J56515蒙 JH273挂 ，蒙 J66588蒙 JN357挂 ，蒙
J67613蒙 JN785，
蒙 J70164蒙 JQ663挂，
蒙 J55885，
蒙
J61503蒙JL287挂，
蒙J66870蒙JN486挂，
蒙JN59271
蒙 JK319挂 ，蒙 J65157蒙 JM721挂 ，蒙 J57283蒙
JJ709挂，蒙 J67588蒙 JM778挂，蒙 J71520蒙 JG378
挂，蒙 J39627蒙 JE682挂，蒙 J53735蒙 JG689挂，蒙
J61989蒙 JL618挂，蒙 J60732蒙 JL262挂，蒙 J70317
蒙 JP839挂 ，蒙 J65388蒙 JM786挂 ，蒙 J69370蒙
JB349挂，蒙 J65763蒙 JM734挂，蒙 J52532蒙 JF588
挂，蒙 J56322蒙 JH200挂，蒙 J58707蒙 JJ681挂，蒙
J65670，
蒙 J66821蒙 JN519挂，
蒙 J68628蒙 JP139挂，
蒙 J72071蒙 JS186挂 ，蒙 J73335蒙 JS135挂 ，蒙

J73959蒙 JJ785挂，蒙 J66866，蒙 J57923蒙 JJ263挂，
蒙 J59421，蒙 J66352蒙 JN054挂，蒙 J63088蒙 JL754
挂，蒙 J05080，蒙 J86298蒙 JL793挂，车系以分期付款
形式向乌兰察布市巴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购买，为了保
证车辆购买人能够如期偿还分期购车款，以保留车辆所
有权提供担保的形式将车辆所有人登记在了乌兰察布市
巴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目前，因无法查证以上车
辆实际购买人联系信息，无法办理车辆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现郑重声明在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期间因车辆营运
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和产生的风险均由车辆实际购买人
承担，
与乌兰察布市巴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乌兰察布市巴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4日

包头供电局一般工商业用电降价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您好！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中部署的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 10%的任务，进一步
给中小微企业减负，优化营商环境，按照《内蒙古自
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区一般工商业电
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内发改价字[
2018]
432号）、
《内
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
税率调整相应降低我区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
通知》
（内发改价字[
2018]
690号）、
《内蒙古自治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第三批次降低蒙西地区一般工
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内发改价字[
2018]
950
号）文件要求，包头供电局已于 2018年 4月 1日、5
月 1日、7月 1日连续三次降低了一般工商业客户用
电价格。至 2018年 7月 1日，不满 1千伏由 0.
6713
元/
千瓦时降低至 0.
6042元/
千瓦时；1-10千伏由
0.
6263元/
千瓦时降低至 0.
5637元/
千瓦时；35-110
千伏由 0.
5583元/
千瓦时降低至 0.
5025元/
千瓦时。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供电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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