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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启动
“
家·与时代同行—寻找最美家庭”主题实践活动

宣传群众身边
“
最美”感人故事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王小溪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
新时代家庭观，不断深化家庭文明
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生
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赤峰
市妇联于 5 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启
动 2019 年“家·与时代同行——
—寻
找最美家庭”主题实践活动。
据 了 解 ，“家 · 与 时 代 同
行——
—寻找最美家庭” 主题实践
活动贯穿全年，活动以“荐”“讲 ”
“秀”“展”“评”为主要内容，紧跟

时代需求，在以往夫妻和睦、孝老
爱亲、教子有方 、热 心 公 益 、勤俭
持家、邻里互助、绿 色 环保 、倡 廉
助廉、情系国防、民族团结等方面
评选基础上， 突出弘扬和传承好
家风好家训、 开展青少年家庭教
育、倡导廉洁奉公守法、积极参与
保护家园环境等内容。 全市各级
妇联组织采取集中开展、 分节点
开展、 因地制宜开展相结合的方
式，深入挖掘、选 树 、宣 传 群 众 身
边的“最美” 感人故事， 深化推
进， 充分发挥该活动对良好社会
风气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据介绍， 自 2014 年全市各级

妇联组织聚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至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 今年，市
妇联将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全市近
百户候选最美家庭开展网上投票
和有奖评议活动，同时组建为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提供智囊支持的“赤
峰市最美家庭工作指导委员会”，
并与市直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以青
少年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中小
学生“70 年，我的家与国”有奖征
文活动。在国庆期间，将对 2019 年
度全市最美家庭典型进行揭晓和
表彰。

毕业作品展
5 月 10 日上午， 赤峰学院美
术学院 2019 届毕业作品展在赤
峰美术馆开展， 共展出 148 名毕
业生的 300 件作品,其中中国画作
品 49 件，油画作品 27 件，版画 27
件，室内设计作品 72 件，平面设
计作品 19 组，动漫作品 19 组，陶
艺 9 组 80 余件。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肖璐摄影报道

女子无证行医被抓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融
媒体记者从松山区公安分局了解
到，近日，松山区公安分局食药环
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松山区振
兴大街中段一家中医诊所涉嫌利
用粉碎机、研钵、封口机等工具生
产销售假药进行非法牟利，民警随
即对该诊所进行调查，查获了大量
丸药及胶囊等，并对诊所负责人王
某依法讯问。
经讯问，2017 年 1 月 王 某 利
用其表姐的执业药师资格注册了
一家中医诊所进行实际经营，同时

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在朋友圈进
行宣传销售。 王某自称是中医世
家， 有祖传秘方可以医治脑血栓、
高血压、荨麻疹、阳痿早泄等疑难
杂症。主要销售一种叫“固本丹”的
药丸， 声称可以治疗失眠脱发、神
疲乏力， 阳痿早泄等多种病症。这
种药丸的配方由王某自行开方抓
药， 用粉碎机粉碎后加上蜂蜜熬
制，做成丸状，在网上设计制作包
装袋进行包装。每次有人来看完病
后，王某就将事先制作好的药丸向
其销售。这些药丸不仅通过实体销
售，买药者还可以通过微信与其联
系，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完成后

王某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将药品
邮寄给对方。
松山区公安分局聘请了赤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在现场扣押
的疑似假药进行鉴定。 经鉴定，王
某所销售的药品属于假药。犯罪嫌
疑人王某在不具备医生从业资格
证和执业药师资格证的前提下，违
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
有关规定，非法生产、销售假药，不
法盈利 10000 余元。目前，犯罪嫌
疑人王某因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
被松山区公安分局依法予以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普法宣传专栏（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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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查控” 解决
“大问题”
本报讯“您好，这里是克什克
腾旗人民法院执行局查控组，请问
你有什么事？”“我谢谢你们，这么
多年把我愁坏了，你们帮我解决了
大问题，太感谢你们了……”电话
里的老人说了一堆感谢的话，这是
近日发生在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
的一幕。
五年前，这位老人将自己的十
万元存款借给了本村的老友孙某
的女婿兰某，兰某是浙江人，在欠
下债务后下落不明，除了知道他是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肖璐

本报讯 5 月 9 日上午，红山
区“绘本导读”教学展示会暨阎姝
丹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名师大
讲堂” 活动在红山区第一小学教
育集团南校区进行。
据了解， 红山一小教育集团
南校区英语团队在红山区教育教
学指导中心英语教研员阎姝丹的
专业引领和指导下，以系列的课题
研究促教师发展，促学生发展，促
教学质量提升， 在绘本导读课研
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
红山区教育教学指导中心将
此次全区展示活动安排在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南校区， 正式对教师
团队的教学能力和研究成果的高
度认可。当日，张宁老师上了一节
小学英语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Unit5 Read and write。王琳琳老
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题讲座。

黑里河派出所
“
三进”
举措护春耕促和谐
谎称“
中医世家”售假药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红山区“
绘本导读”
教学展示会
在红山一小举行

个外地人以外，没有任何关于此人
的信息，兰某的家人也拒绝提供任
何有价值的线索，最终，这位老人
将最 后 的 一 线 希 望 寄 托 于法 院 。
由于没有兰某的信息，传统查控无
从下手，前往浙江找人无异于大海
捞针。于是，执行干警进行了网络
查控，通过网络查控将被执行人名
下的所有银行卡冻结，并通过限制
高消费系统对被执行人进行里出
行限制。 与此同时，执行干警通过
银行卡信息查找到了被执行人目

前的联系方式和现在的住所地，通
过电话联系上了兰某，向兰某讲明
利害关系。最终，兰某主动的联系
了申请人，给申请人主动履行了部
分金钱义务，并且和申请人达成了
和解长期的履行计划。于是，就有
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通过看似普通
的一次网络查控，实际却对整个案
件执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体
现了网络查控在解决执行难过程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科技手段。
（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张子孝王欣欣）

本报讯 春耕时节，宁城县公
安局黑里河派出所根据辖区实际
情况,积极采取“三进”措施,狠抓
农村春耕安保工作,竭力安农、保
农、惠农,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一、实行安全防范进村。积极
开展治安巡逻工作, 切实加大对
涉农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严厉打击破坏农电设施、 破坏春
耕生产等现行违法犯罪。 进一步
强化治安隐患治理，防案件、防事
故、保安全，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
少了涉农案件的发生。 进一步加
大防火工作的力度, 针对当前春
季易发生火灾这一突出问题,组
织民警及时查找村居在防火工作
当中存在的漏洞, 及时清理各类
火灾事故隐患, 确保群众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二、实行打假宣传进
村。 针对春耕期间大量农用物资
集中流向农村的实际, 积极开展
农资安全防范工作, 加大对制售
假化肥、假种子等欺农、害农等违
法犯罪活动打击力度。同时,积极
依托大走访活动, 深入到村民家
中和各个农资经销站点宣传各类
辨别假农资产品的常识, 通过发
放传单、张贴宣传品等形式,掌握
购买农资产品的常识, 提高群众
自我防范意识，确保了群众利益不
受侵犯；三、实行便民服务进村。
全力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 通过
定点联系、入户调查走访、及时了
解并及时解决农村孤寡老人等弱
势群体的实际困难。 为确保群众
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春耕生产当
中,通过采取电话预约等方法,使
群众不必为办理户口、 身份证而
耗费大量的时间， 能够全身心的
投入到春耕产生当中。 （王志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