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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菜猪肉推高 CPI 物价会走高吗？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4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
扩大 0.2 个百分点。专家分析，C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主要是猪肉等

食品价格上涨以及翘尾因素带动。
“今年以来， 苹果和梨每斤单
价上涨差不多 1 元，猪肉还有一些
蔬菜也比去年贵了。” 上海市民周
女士说。

下一阶段，农业部门研判猪肉
仍面临涨价压力，物价会继续走高
吗？专家认为，后期 CPI 涨幅可能
仍会有波动，但总体上通胀压力可
据《老年日报》报道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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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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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9 日，由红山支
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占军带队，副
行长杨志平、工会办主任南俊峰、
网点党员代表组成的帮扶工作组
一行前往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下
山湾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帮扶组为村两委送去了急需
的办公用品，与村两委、第一书记
进行了座谈。座谈会后，帮扶组先
后前往爱心超市、 笤帚苗加工厂
等地进行实地查看， 了解下山湾
村在产业发展、爱心超市、基础设
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
表示要加强联系， 尽最大努力协
助下山湾村两委带动全村脱贫致
富, 及时解决脱贫攻坚中存在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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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 红山区团委联合
赤峰市第三中学举行了主题为“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新团员入
团宣誓仪式。本次共推选出赤峰市
第三中学 144 名综合表现优异的
新团员加入共青团组织。
融媒体实习记者 王小溪摄影报道

消防安全进校园
近日， 赤峰市松山区蒙
古族小学邀请了赤峰市消防
支队的消防官兵参与指导学
校师生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通过消防官兵耐心细致地讲
解以及学生的亲身体验，不
仅让广大师生学到了消防安
全知识， 还牢固树立了消防
安全意识， 并掌握了一些消
防安全技能。
通讯员 于艳辉摄影报道

松山区
“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合唱比赛决赛落幕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晨报官方微信

农行红山支行到左旗
下山湾村结对帮扶

本报讯 5 月 8 日，由松山区
委组织部、宣传部、区总工会、团
区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区教育
局联合举办松山区“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合唱比赛决赛在赤
峰国际会展中心落幕。
经过一上午的角逐， 松山公
安分局、松山一小获得一等奖；松
山区法院 、 松山区兴安街道、松
山区实验二小 、地址二中获得二
等奖；松山区人武部、信科投资有
限公司、 松山区工会联合代表
队、松山二小、松山五小、 松山八
小获得三等奖。

灭失声明
赤峰市安泰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车牌
号为蒙 D80835、蒙 D38365、蒙 D53800、
蒙 DE702 挂、 蒙 DE680 挂、 蒙 D8172
挂，计 6 台大型汽车已灭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赤峰市安泰运输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赤峰特检排除安全隐患助力高铁建设
◇晨报融媒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融
媒体记者从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
所获悉，赤峰市特检所机电一部近
日对赤峰至喀左客运专线高铁站
项目在用塔塔式起重机进行监督
检验，此次工作共派出检验人员 4
名， 检验 QTZ250 塔式起重机 4
台，并对检验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提出整改意见，积极督促使用单

位及时进行整改，预防了特种设备
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现场， 检验人员不辞辛苦、
迎难而上，克服烈日的炙烤和大风
吹动起重机剧烈的晃动，对标准件
上的每一颗高强度螺栓和每一条
焊缝进行仔细检测。在攀爬塔式起
重机时，检验人员身上的汗水与风
中的沙尘混杂在一起湿透了衣背，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毫无怨言
的进行着辛苦的检验工作。

松山区兴安街道

开展 5·29 计生协会员日主题活动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本 报 讯 为 了 开 展 好 “母 亲
节”、“5·29 会员活动日” 两个活
动，5 月 12 日，松山区兴安街道计
生协在吉祥社区开展了“温情五月
天 感恩母亲节”为主题的活动。
活动开始由街道计生办主任
高丽慧向前来参加活动的母亲们
进行政策解读，慰问了 6 位包括计
生困难家庭、计生特殊家庭、计生

协困难职工，现场发放了关怀救助
金。 并在计生协会员中评选出了
12 位为计生工作做出贡献的优秀
母亲给予“光荣母亲”称号，为她们
每人献上一支康乃馨和一份纪念
品。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参加
活动的每位母亲进行了量血压、做
彩超等健康体检。 发放了生育关
怀、全面两孩、健康素养等宣传单
100 余份。

阿旗市场监管局

开展学校周边超市
食品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近日，阿旗市场监督
管理局巴彦花市场监督管理所局
所联动对巴彦花镇辖区内的学校
及超市进行安全大检查。
本次检查整治，以学校、超市
为主。以畜禽肉类、蔬菜水果、酒
类、腌制食品等年货食品为重点，
严查食品经营户是否做到证照齐
全、索证索票、明码标价；严厉打
击销售“三无”、过期变质等食品；
严禁未经检疫的肉类上市， 坚决
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 对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经营户， 执法
人员当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
（周洪波）
令其限期整改。

检察之窗（329）

左旗检察院
完成内设机构改革

本报讯 近日，在巴林左旗人
民检察院内设机构运行启动大会
上，随着党组书记、检察长于术民
宣布：“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新的
内设机构正式运行！”整个会场爆
出热烈持久的掌声。 这标志着巴
林左旗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
工作取得了实质性和关键性的进
展。会议由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
学东主持， 旗委政法委副书记于
守忠、 旗委组织部长王冬旭参加
了会议。
在全区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
构改革启动以后， 巴林左旗人民
检察院迅速行动， 深研文件的精
神要求，深挖改革的精髓要义，结
合检察院的实际情况， 研究确立
工作原则， 严谨客观地作出安排
部署，各项任务有条不紊、按部就
（时楠楠）
班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