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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内蒙古

为黑恶势力
“撑伞”的台长
2018年 8月 20日，
内蒙古广播
利用职权对该主任肆意打击报
电视台原党委书记、
台长赵春涛因涉
复。先后想方设法架空其职务，导
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自治区纪委
致该主任没有办公条件无法正常
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
上班。2016年，又借整顿职工吃空
施。作为正厅级党员领导干部，
赵春
饷之机停发了其工资。为阻止该
涛公权私用、
搞团团伙伙、
权钱交易、 主任向有关部门检举举报，赵春涛
做
“两面人”
，
为黑恶势力充当
“保护
指使该台中部记者站站长苗迎春
伞”
，
利用黑恶势力打击报复举报人， （另案查处）进行非法调查。2018
道德沦丧、
腐化堕落，
害人终害己。
年 1月 23日，苗迎春纠集黑恶势
2002年，赵春涛与时任电视台
力，
将该主任殴打致轻伤二级。
某部主任产生矛盾，任台长后，他
2006年，赵春涛便与苗迎春结

成利益联盟，苗迎春送给赵春涛 30
万元资金供其谋求
“进步”。
2017年 7月，作为内蒙古广播
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管党治党
第一责任人的赵春涛，彻底丧失原
则底线，公然利用职权干涉对苗迎
春搞房地产开发、新闻敲诈、侵犯
群众利益、豢养黑社会打手等违纪
违法问题的调查工作。
直至 2018年 7月，纪检监察机
关对苗迎春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

普及社会科学 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区第十三届社会科学普及第二季度活动周将在包头启幕
◇晨报融媒记者 李艳红
本 报 讯 15日 -21日 ，主 题 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普及社会
科学，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周启动
仪式将在包头市城中草原——赛罕
塔拉新西门举行，全区各盟市的启

动仪式也将同期在各地分别举办。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将举行理
论宣讲、政策解读、问题研讨、公益
活动等。
《我是蒙古马》
《小骑手布日
古德》等一系列马文化主题动漫创
意公益作品将上演。
同时，还有系列讲座和赠书活

动。如《内蒙古好故事》
《内蒙古热点
问题透视 2017-2018
》
《脱贫攻坚政
策知识手册》
《乌兰牧骑精神》等系列
社科普及丛书将面向干部群众发放。
此外，还将组织开展送社会科
学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农村、进军营、进网络等活动。

案审查调查时，赵春涛依然积极主
动为苗迎春的家人出谋划策，对抗
组织调查。
赵春涛身为正厅级党员领导
干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
行为逾越了道德的底线、纪律的底
线、法律的底线，必定受到党纪国
法的严惩。对这一案件的查处，充
分显示了我们党“扫黑除恶”的坚
强意志和
“打伞破网”的霹雳手段。
《内蒙古日报》记者 陈春艳

呼市 22992人
15日参加中考
◇晨报融媒记者 李艳红

本报讯 记者从呼市招生
考试中心了解到，6月 15日，呼
市有 22992名考生参加中考，其
中市四区中考报名人数为
17262，呼 市 初 二 报 名 人 数 为
30064人，市四区初二报名人数
为 22963人。共设 29个考点，
其中旗县区有 6个。

“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了！”

呼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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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辆黄标车被淘汰

记自治区派驻卓资县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提前
“退休”黄标车
可领补贴

这几天，卓资县的刘凯做梦也
资县成功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没想到，自己一个残疾人最近喜事
农村综合示范县”
“自治区电子商务
好事不断：一是他的飞梦残疾人网
示范基地”等项目，初步建立了以
络商贸公司随着卓资县电商产业园 “电商+产业+贫困户”的电商扶贫
的搬家，马上就有了 30多平方米的
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一站式精
工作室可以入住，县政府免费给他
准扶贫的电商扶贫模式。
提供了办公场地和电商孵化培训，
如何一站式精准电商扶贫？该
连电脑都给安装好了；二是在“博爱
县借鉴发达地区经验，依托电子商
家园 生计保护”京东电商扶贫众筹
务公共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
大赛中，目前他已进入我区决赛区
根据贫困人群、残疾人群、特殊群体
前 20名，
冲刺的众筹奖金近在眼前。 在电商实际操作中面临的文化低、
融资难、销售难、资质不健全等问
年仅 27岁、拄着双拐的刘凯自
信地说：
“县政府大力推动电商扶贫
题，探索建立了卓资县“四维”电商
工程，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可以大刀
精准扶贫模式，即：党建工作的指引
阔斧地干了！”
维度、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工作维度、
特困户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
创新电商扶贫模式
维度、政府扶持引导的责任维度，推
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扶贫工作深度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是国家级贫
融合。
困县，截至 2018年底，全县建档立
电商不仅要有好“网货”，更主
卡贫困人口 8106户 16719人，其中
要是创出品牌。该县根据本地特色
因病因残致贫 10518人，占 62.
9%。
产业基础，初步建立了“卓资山珍”
2018年 5月 3日，自治区驻卓
电商扶贫公共品牌体系，从产品设
资县脱贫攻坚工作总队进驻卓资
计、质量把控、物流仓储、在线营销
县。在县政府的积极配合与协助
等多个环节入手做好顶层设计。
“卓
下，
扶贫工作总队针对卓资县 8个乡
资山珍”品牌覆盖了全县 8大类 73
镇 110个涉贫行政村和社区进行了
个小类产品，同时，帮助 49家县内
深入调研，确定了以特色农业与旅
企业在平台上销售产品；100家本
游资源为基础，制定了以电商扶贫
为主要方式的产业扶贫工作方案， 地企业、个人开设的网店成功转型
加入，形成了以优选燕麦、熏鸡、亚
通过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方
麻籽油、牛羊肉等产品为主的卓资
式，联合专业机构编制卓资县电商
县特色电商系列产品。
扶贫行动计划，组织行业专家开展
电商基础培训工作，打通知名电商
特困人员“指尖”挣钱
平台销售渠道，带动包括残疾人在
内的贫困人群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27岁的刘凯先天患有小儿麻
“资源汇集、主体联动”，卓资县
痹，大学毕业四处求职碰壁之后，
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社积极参与电
2017年 10月，他注册成立自己的
商扶贫各项工作，县域电商创新创
网络公司。隔行如隔山，大学学习
业氛围十分浓厚。扶贫工作总队协
广告设计专业的刘凯在公司的经营
助卓资县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多
上举步维艰。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
方组织资源，协调行业专家，共同参
候，听说县里电子商务扶贫产业园
与到电商扶贫工作中。2018年卓
有电商方面的专业孵化培训课程，

于是，他就找到了该服务中心求助。
该县电商服务中心在了解刘凯
团队的创业项目后，帮助他重新梳
理了创业思路，选定了具备卓资县
地域特征的产品——雪菊作为主要
销售产品，共同制定了电商产品的
设计和营销方案，并提供了免费的
办公场所、摄影棚、直播间等基础办
公条件，安排电商孵化老师指导刘
凯快速掌握了电商运营技术。在开
设线上店铺后，刘凯注册了新农人
商标，将雪菊搬上了他的电商平台，
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还带动 10个贫
困残疾人就业。
不仅企业自己培训员工，卓资
县还从上到下开展了全方位、深层
次的电商知识普及培训。目前，该
县已培训农村电商人员 3249人次，
帮助 66户贫困户开设了网络店铺。
家住城关镇五星村农村互助幸
福院的张永富便是其中一员。见到
62岁 的 张 永 富 时 ，他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 现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通
过培训和辅导，我这病人坐在家里
就把钱挣了。每天用手机发发图片
和视频，只要有下单的，就有提成。”
说着他点开自己的网店，边操控屏
幕边说，
“我这卖五谷杂粮的多。好
的时候，每月能挣个三五百元。现
在可多人羡慕我了！”听着张永富侃
侃而谈炫着自己的新“买卖”，看不
出他是个天天吃着药的癌症患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着卓
资县一批当地企业参与到电商扶贫
工作中来，当地特色产品逐步被线
上市场所认知和认可，全县电商交
易额也有了明显的上升。2018年
卓资县全县实现电子商务销售额
6949.
78万元，带动 4800多户农牧
户实现增收。今年前两月，电商扶
贫领域新增交易额 200万元。
《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张昊文

本报讯 昨日，呼市生态环
境局副调研员贺天锁在“黄标
车”专项治理淘汰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对已纳入呼市 2014
年—2017年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淘汰目录的机动车，不得再进行
机动车尾气和安全技术检验。
对已达到《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
规定》予以强制报废。数据显
示，截至 2017年底，呼市共淘汰
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36011辆。
“呼市仍有部分黄标车没有
完全淘汰，为进一步改善呼市空
气质量，不久将出台《呼和浩特
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办法》，
逐步淘汰这部分黄标车。补贴
对象为在呼市（含旗县区）注册
登记符合条件的黄标车，予以资
金补贴。”
贺天锁说。
据了解，
《呼和浩特市黄标
车提前淘汰补贴办法》自公布之
日 起 30日 后 施 行 ，有 效 期 至
2020年 3月 31日。
申报补贴的时间为发文之
日起 30日后，至 2019年 12月
31止。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申报的不再兑现补贴。
呼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马
力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呼市
交管部门将按国家环保政策继
续清理整顿“老旧车”和“黄标
车”。同时，按国家对“老旧车”
和“黄标车”的新定义和标准，继
续清理整顿例如国三排放的柴
油车、不能通过 OBD检测的排
放不达标的老旧车等。并定期
联合环保部门对上路行驶的机
动车进行环保抽查，对尾气检验
不达标的机动车，不予办理机动
车年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