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执业药师
“
挂证”行为专项整治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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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昨日，内蒙古晨报融媒
体记者从赤峰市场监管局获悉，赤
峰市场监管局自 4 月 1 日起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执业药师“挂
证”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前，
已有 8 家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企
业主动申请停业，1 家未配备执业
药师的药店自主申请核减经营范

围，10 家不能保证在职在岗的执
业药师主动申请注销，136 家零售
企业进行了执业药师变更。
为规范药品经营市场秩序，严
厉打击执业药师“挂证”行为，保障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赤峰市市场监
管局自 4 月 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执业药师“挂证”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为确保专项整治工
作成效，赤峰市场监管局分别于 4

月 23 日、4 月 30 日组织召开了执
业药师“挂证”专项整治工作视频
会议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总部）
警示约谈会，以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和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
在此基础上，各零售企业进行自查
自纠，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相继开
展了监督检查。 截止目前， 已有 8
家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企业主动
申请停业，1 家未配备执业药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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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 自 主 申 请 核 减 经 营 范 围 ，10
家不能保证在职在岗的执业药师
主动申请注销，136 家零售企业进
行了执业药师变更。下一步，赤峰
市场监管局将根据自查结果进行
筛查，确定重点抽查对象，派组开
展全面督查工作，并积极探索执业
药师合法合规执业的新途径新机
制，引导企业和执业药师资源的合
理配置，保证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敖汉旗供电公司

喜获赤峰市学雷锋
志愿服务最佳组织
安全防护演练
为进一步规范民警道路执勤执
法安全防护工作。 5 月 11 日，红山区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组织全体民、辅警
开展了道路交通执勤执法安全防护
演练。 活动现场，模拟了交通事故现
场、执勤站位等环境，从反光锥筒及
警示标识的摆放、警用车辆的停放等
工作方法全方位进行了演练。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王小溪摄影报道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普法宣传专栏（315）

松山区法院
唱响红色赞歌

晨报官方微信

本报讯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激发广大干警积极投
身到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新征程，5 月 8 日上
午，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组织
干警参加了松山区委组织部、宣
传部、区总工会、团委、文体局、教
育局联合举办的“青春心向党 建
功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合唱比赛决赛， 并取得了第二
名的优异成绩。法院院长李凤祥、
纪检组长滕玉明、 党总支书记李
金树来到决赛现场， 为法院代表
队加油助阵。
比赛前， 松山区人民法院立
案、审判、执行等部门干警积极踊
跃报名， 组建了一支 60 余名干
警组成的合唱队伍， 大家利用中
午、晚间休息时间，在短短不到一
周时间的准备工作下， 对合唱曲
目、表演动作、高低声部等方面紧
锣密鼓地进行了排练， 很多女队
员更是利用下班时间在家开唱，
最终完成了《保卫黄河》大合唱的
完整编排。同时，在 4 月 29 日预
赛中， 松山区人民法院代表队在
十五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以领先
的名次顺利进入决赛。
在最终的颁奖环节中， 松山
区人民法院在无一外援助演和指
挥的情况下， 最终取得了合唱比
赛职工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为
本次参赛划上圆满的句号。
（赵成）

红山社会组织公益实践园开展社区资源对接交流会

搭建社区发展新路径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昨日， 赤峰市红山社
会组织公益实践园与红山区西屯
街道、三中街街道、西城街道等街
道枢纽型社会组织负责人、优秀社
会组织代表、 基金会项目主管等
人，在实践园六楼会议室，开展了
关于社会组织进社区的资源对接
交流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赤峰轮滑协
会负责人孙绍波，就他的团队项目
业务范围、 针对人群以及自身需
求， 大家一起探讨资源整合问题。
会上，赤峰轮滑协会针对社区青少
年给出了三个活动的预备方案：一

是大型亲子类活动，活动群体人数
不限，最大可容 500 人，以门票发
放的形式开展；二是大型亲子气模
活动，可切入各类主题开展拓展活
动； 三是泡沫 PA 亲子互动活动。
目前亟待希望以社区已有的硬件
设施资源支持， 加强宣传力度，拓
宽组织发展的需求思路，在社会组
织初期发展阶段，扩大自身的影响
力。 社区负责人表示， 在场地、人
员、舞台搭建等方面，社区可提供
驻街资源支持。此次资源对接交流
会，搭建了社区发展新路径，培养
了社会组织链接社区资源的能力，
实现社区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协作
和沟通。

左旗看守所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公安厅“
4·29”会议精神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好公安厅
“4·29”会议及“4·30”全区公安监
管会议精神， 确保看守所安全稳
定。4 月 30 日下午，巴林左旗看守
所迅速召开全体民警大会部署工
作。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公安厅
衡晓帆厅长、栗秉生副厅长重要讲
话精神。随后黄海峰所长要求全体
看守所民警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提升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自身
肩负的做“两个屏障”忠诚卫士的
重大政治责任，充分认识做好当前
安保维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彻
底清除监室内一切可供自杀、自

残、逃跑的违禁品，消除一切可能
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监所的安全
稳定。
最后黄海峰所长强调：一是全
体民警要认真抓好源头及日常防
控工作，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技防
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及时发现消除
安全隐患问题，坚决杜绝在押人员
自伤、自残和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发
生。二是全体民警要消除侥幸麻痹
心理，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三是要切实加大对重
大安全风险人员管控力度。四是要
切实做好管教和安全检查工作。
（褚达拉）

本报讯 近日，在全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学习观摩会上
传来喜讯， 国家电网乌兰托嘎共
产党员服务队敖汉分队被 赤峰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了
2018 年度赤峰市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佳组织。
国家电网乌兰托嘎共产党员
服 务 队 敖 汉 分 队 成 立 于 2014
年。近年来，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服务活动，注重惠民实效，以
“脱贫圆梦. 志愿服务在行动”为
活动载体，把“你用电?我用心”理
念体现到服务工作中， 密切党和
群众的血肉联系， 着力解决了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开展了
优质保电、服务大客户、保春灌、
应急求援等志愿服务项目， 并以
辖区敬老院、残疾、困难居民主要
对象，开展慰问、帮扶为内容的延
伸服务， 经常深入到用电农户家
中发放宣传单，并讲解安全用电、
节约用电知识等志愿服务。
（王向芳）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开展新闻写作
培训班

本报讯 如何给整篇文章设
计一个新颖的标题， 如何打破定
向思维，寻找新闻点，如何在一张
照片中突出重点、抓住主题，带着
这些疑问，近日，国网元宝山区供
电公司邀请写作经验丰富的原赤
峰市元宝山区宣传部主任王玉清
老师， 开展了一堂有针对性的写
作、摄影培训课，与该公司通讯员
在课堂上共同寻找答案。
培训课上， 王老师对新闻写
作进行了生动精彩的讲授。 他结
合自身多年来的新闻稿件写作经
验并通过写作实例 ，就新闻题材
的挖掘、如何做好新闻宣传、新闻
照片的拍摄等方面讲解了新闻写
作方法及拍摄技巧， 特别是结合
该公司的稿件实例， 有针对性的
分析了新闻稿件和照片的不足和
不规范之处，授课内容深入浅出，
令人记忆深刻， 为该公司的新闻
宣传工作夯实了基础。
通过培训学习， 该公司通讯
员纷纷表示受到启发， 对新闻写
作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明
确的写作思路，开阔了视野。
（董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