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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排查培训机构

叫停全日制“私塾”、“国学班”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禁止
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加强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于 2019年
上半年部署开展全面排查，对机构
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适龄儿童、少
年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坚决予
以纠正，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责。
近年来，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擅
自招收适龄儿童、少年，以“国学”
“女德” 教育等名义开展全日制教
育、培训，替代义务教育的学校教
育，极个别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
人送子女去培训机构或在家学习，

宁城县公安交警大队

连日破获两起
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晨报官方微信

本报讯 一直以来，宁城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始终把破获道路交
通肇事逃逸案件做为工作重点，
秉持“从严、从重打击处理交通违
法行为，以“快速出警、及时调查、
从严处理”为工作思路，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近日，连续破获两
起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4 月 2 日 14 时许，在右北平
镇甸子村路段王某驾驶二轮摩托
车被其它车辆刮撞后当场死亡，
肇事车辆逃逸， 现场只遗留一疑
似电动三轮车侧箱板防撞胶墩。
专案民警一组以现场为中心对双
向车辆进行排查； 二组以现场为
中心对受害人行驶轨 迹 进 行 调
查， 三组以现场遗留物证对右北
平镇从事三轮电动车销售企业进
行调查，经过连夜的工作，终于确
定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及电动三
轮车的类型， 因事故地点附近村
庄交叉辅路较多， 视频监控出现
不衔接的情况， 给案件侦查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又经过一天大量
的工作， 专案民警终于在相向方
向找到了肇事嫌疑电动三轮车的
轨迹， 经辨认该电动三轮车驾驶
人为右北平镇小黑石村邱某，经
依法传唤嫌疑人， 邱某在证据面
前终于供述发生交通事故逃逸的
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邱某彬因
涉嫌交通肇事罪于 4 月 3 日被
宁城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4 月 3 日 19 时许，在忙农镇
坤头村路 段 处 一 行 人 被 撞 成 重
伤，肇事车辆逃逸。现场只有少量
二轮摩托车碎片， 事故地点不但
远离村庄， 且受害人受伤严重不
能陈述事故事实， 大队专案组对
此案连夜展开调查， 同时通过新
媒体平台发布《悬赏通告》。经过
48 小时紧张的工作，最终确定嫌
疑二轮摩托车为忙农镇刘家营子
村刘某所有， 刘某到案后避重就
轻，拒不承认肇事逃逸事实，但是
在证据面前只好如实陈述了当日
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 认为天
黑没有人发现， 在自己脸部受伤
的情况下逃逸的违法事实。4 月 6
日， 犯罪嫌疑人刘某山因涉嫌交
通肇事罪被宁城县公安局依法刑
（陶孟纲 孙耀坤）
事拘留。

无正当理由未按法律规定保障子
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导致相关适
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和义务不能依法实现。
《规定》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
施义务教育；不得发布虚假招生简
章或广告， 诱导家长将适龄儿童、
少年送入培训机构，替代接受义务
教育；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
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
糟粕，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
教育制度的活动。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人
职责，不得以其他方式组织学习替
代接受义务教育。
针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因身
体原因无法到校接受义务教育的
情况，《规定》明确，家长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当向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教育行政部门可委托
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
状况、接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
活的能力进行评估，确定适合其身
心特点的教育安置方式。
据央视新闻报道

元宝山区拘留所救助一急病在押人员
本报讯 近日， 赤峰市元宝山
区拘留所值班监管民警刘武在日
常巡查时，发现在拘人员李某出现
发高烧、上吐下泻、腹疼等症状，见
此情况，监管民警刘武立即将情况
反映给所领导和狱医，经狱医初步
诊断后建议需立即转元宝山区医
院进一步检查诊断。
元宝山区拘留所立即启动紧
急救助预案，将在拘人员李某送往
区医院，通过化验、彩超等一系列
检查， 区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

并采取了针对性治疗措施，在拘人
员李某病情有明显好转，在拘留所
经狱医以及监管民警的认真看护
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使在拘人员李
某的身体逐渐康复，并对狱医以及
民警表示感谢。在拘人员李某在外
出就医和所内就医期间，拘留所合
理安排警力，采取严密措施，看护
民警认真履职尽职，保证了此次外
出就医和所内就医工作任务安全
顺利无差错。
（刘慧敏）

存金沟派出所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第四个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对扫黑除恶斗争的知晓率和满意
度，近日，宁城县公安局存金沟派
出所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在
辖区全乡范围内开展第四个扫黑
除恶宣传周活动。
活动期间，存金沟派出所按照
宁城县公安局要求的“五个覆盖”
目标，在各村人口集中区域、主要
干道边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
册，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鼓励

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恶案件线
索， 并在集贸市场设置咨询台，向
群众讲解法律法规知识和接受咨
询，现场发放宣传单，同时协调存
金沟乡政府安排宣传车在全乡范
围内开展巡回宣传，在群众中营造
“扫黑除恶扬正气， 群防群治创平
安”的良好氛围。此次宣传活动，发
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 悬挂宣传
条幅 4 条， 在 3 家商业网点滚动
播放宣传标语，营造了浓厚的宣传
氛围取得了全民知晓、全民参与的
（谭茗赫）
效果。

检察之窗（318）
元宝山区检察院采取得力措施

排查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日， 赤峰市人民检
察院下发了《关于开展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实
施方案》，元宝山区人民检察院高度
重视，采取得力措施有序推进工作。
调配人员，分组行动。元宝山
区有 66 个行政村，根据时间紧、任
务重的现实情况，元宝山区检察院
决定将元宝山检察室 2 名干警临
时整合到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检
察部参与此次专项活动，负责北部
三个乡镇辖区内农村饮用水井保
护设施建设情况的巡查，与负责南
部的巡查干警形成呼应。
部门联动，监督履职。元宝山
检察院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沟通
联系，并现场监督环保部门组织的
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活动。监督检
查组对全区范围内的农村饮用水

水井房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
基础供水保护设施建设及维护情
况进行了逐一检查，重点检查了水
源地和水源井附近是否存在排污
口、堆放垃圾、违法建设项目、禽畜
养殖等问题。
发现问题，及时建议。经过前
期线索排查发现，城市集中式水源
地保护区建设维护情况普遍较好，
农村水井房建设维护情况良莠不
齐，有部分村的水井房周边存在无
独立井房、 已建井房地势过低、防
护隔离措施不到位、堆放垃圾等污
染隐患。针对这些情况，元宝山区
检察院将及时立案，通过提出检察
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
法进行整治，从而发挥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职能，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
（崔友 高晗）
饮水安全。

“多举措”为春检
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国网阿鲁科尔
沁旗供电公司全面部署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和春检动员工作，
重点围绕春检工作的特点和工作
性质展开研讨和部署， 并对工作
完成质量、 工作现场人身安全等
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该公司全面详实的春检工作
计划， 针对所辖设备特点制订详
细的巡视、检查、试验、测试、修
理、消缺、清擦清扫等作业计划，
明确作业项目、作业时间、作业班
组人员和作业负责人， 加强对春
检作业计划的监督管理， 使全体
作业人员任务清晰、责任明确。同
时对各单位工器具、 车辆等检修
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做好维护和
试验工作， 并对春检作业中涉及
使用的备品备件、材料进行核实，
必须在作业之前将 材 料 准 备 齐
全。此外，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级责
任体制，明确领导、专工、班组层
层工作职责， 确保春检作业计划
能够顺利完成。
下一步，该公司将以“春检”
为契机，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实施，
为全年的安全生产工作打下坚实
（杜祥宾）
的基础。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利用春检时机
对线路及设备
“
疗伤”

本 报 讯 当 前 ，2019 年 “春
检”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中，国网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利用此契机，
结合日常工作， 对营业区内的线
路及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疗伤”，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线路、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根据作业任务现场环
境、作业条件、作业队伍人员构成
的实际情况， 通过召开班前会明
确工作内容和人员分工， 确保全
员掌握作业中的安全管控措施。
作业时严格执行现场标准化作业
标准，确保全员明确工作任务、检
修工艺质量、危险点预控措施。同
时做好施工机具及安全工器具管
理， 各类施工机具及安全工器具
必须按规定进行周期性检查、试
验， 确保施工现场施工机具及安
全工器具齐备、合格、完好。
该公司通过“春检”及时发现
和消除安全隐患， 严把施工作业
安全质量关，有效保护了人身、设
备、电网安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可靠用电，为实现“安全年”夯实
了基础。
（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