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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
加强河湖管护领域
扫黑除恶工作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邢占国

本报讯 扫黑除恶工作开展
以来，清水河县以改善生态环境
为目标，持续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领域扫黑除恶工作。一是健全责
任体系。调整确定了县、乡、村三
级河长 135名，全县 38条河流实
现管护责任全覆盖；二是组建执
法力量。成立了各职能部门共
同参与的联合执法组，为扫除河
湖管护领域黑恶对象和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保
障；三是强化日常巡查。制定了
《清水河县河长制巡河工作实施
细则》，开展了河长制工作培训
会，确保了巡查监管及时有效到
位；四是狠抓问题整治。以开展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为抓手，
对全县 38条河流和 9座水库进
行了全覆盖排查，共发现和整治
“四乱”
问题 18个。

◆精短
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案件高发势头，
切实提高广大
群众的防范意识，
最大限度地减少群
众的经济损失，
兴安盟扎旗好力保派
出所在各村委会对村干部进行电信
诈骗宣传，
并针对性地与社区及各村
群众进行座谈宣传，
以提高防骗意识
和甄别能力。
王宏宇
为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工作部署，拓宽涉黑涉恶案
件线索渠道，扎赉特旗好力保派
出所多方位广角度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活动。民警重点对校园超
市、社区、加油站、公交站点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宣传，现场发放
宣传单 1
0
0
0余份。
王宏宇
2
0
1
9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期间，
为切实维护考点周边
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有序，
确保
考试顺利进行，
四子王旗交管大队
结合辖区交通实际情况，
积极落实
各项勤务安排，
圆满完成了今年高
考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王晓春
6月 7日是高考第一天，当日
上午 8时许，
四子王旗交管大队大
队长贾培峰、
教导员吕永平前往高
考执勤点检查指导交通安保工作，
听取了各中队负责人对考点周边警
力部署、
交通管制及车辆分流等工
作情况的汇报。
李燕霞

◆公安简讯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白立群为血液病患者
送去
“生命种子”
◇晨报融媒记者 李艳红
本报讯 6月 10日，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白立群在呼和浩特市成
功采集了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
液病患者送去了生命的种子。他
是我区第 81例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爱心捐献者。
今年 3月 29日，白立群接到
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告
知他与一名患者初配型成功时，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造血干细
胞。
“目前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
的概率很低，每一位自愿加入中
华骨髓库的志愿者都将面临漫长
等待期，而自己入库不到一年就
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是一件非
常幸运的事。能有机会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他人生命我将义不
容辞。”
白立群说。
他从接到电话起便开始积极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
为切实提高辖区人民群众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和防范打
击电信诈骗，
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
环境，
6月 8日，
准旗公安局龙口派
出所积极开展
“扫黑除恶、
防范打击
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白登云

获全区
“扫黄打非”
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
生活中，他乐于助人、热心公
益，先后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并成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2018年 6月 12日，白立群参加了
红十字会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活动，采集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与
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
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疾病的最有
效手段。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自2004年4月23日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工作以来，通过每年“5 8
”
世界红十字日、
“6 14”世界献血
日、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等活动进行
广泛宣传动员。截至今年 6月 10
日，全区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41900多人份，
已实现捐献 81例，
其中涉外捐献2例，
二次捐献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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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部分小区将停电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宣传扫黑除恶
近日，呼市南门外小学开展
了一系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教育活动。
南门外小学利用 LED电子屏
幕、班级板报墙、校内橱窗栏和校

开展安全检查
近日，准旗公安局龙口派出
所组织民警对辖区小场所进行了
安全检查。
民警紧紧围绕小场所的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
是否保持完好有效等进行检查，
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实行零容忍制
度，共检查加油站 2家、小商店 3
家、小饭店 5家。
白登云

准备，注意饮食、加强锻炼、做家
人的思想工作，在捐献同意书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在顺利通过高
分辨检测和体检后，最终确定成
为一名合格的志愿捐献者。
在即将迎来自己 42岁生日
时，白立群说，虽然与患者素昧平
生，但这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让一个生命得以延续，是自己最
大的幸福。
白立群 18岁走进军营，2001
年加入公安队伍。
工作中，他爱岗敬业，成功破
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安部、自治
区公安厅挂牌督办涉网安案件
10余起，成为公安网安战线的尖
兵，入选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网
络安全专家库，先后荣记个人三
等功三次，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四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2015年，他还荣获内蒙古公
安宣传优秀通讯员称号，
2017年荣

市
井

外展板，积极宣传扫黑除恶相关
知识，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浓厚教育氛围。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邢占国
通讯员 刘霞摄影报道

本报讯 6月 12日、13日，包头市部
分小区将停电。
6月 12日 5时至 14时，青山区：二 0
二晨光 1#、2#、3#街坊，利民 1#、5#街坊，羊
山窑子等周边一带部分居民区将停电。
6月 12日 7时至 18时，昆区：少先 26号
街坊部分居民区及周边底店将停电。6
月 12日 8时至 17时 30分，昆区：瑞熙小
区部分居民区将停电。6月 12日 14时
至 18时，昆区：青 22街坊小区部分居民
区将停电。6月 13日 8时 30分至 16时
30分，
青山区：
大连翠溪园、呼14#供电家
#
属、自 10供电、呼 11
、呼 12#、繁荣道邮电
局住宅；
电力佳苑、
晋剧团、
田城小区部分、
华建、
幸 5#、
呼 5#、
呼 7#、
呼 8#、
呼 9#、
呼 10#、
#
自 8、
合作道二电家属区将停电。6月 13
日7时至18时，
昆区：
团结小区部分居民及
周边底店将停电。6月13日8时至12时，
昆区：
钢25小区部分居民区将停电。6月
13日 8时至 12时，昆区：财宝大楼将停
电。6月 13日 8时 30分至 15时 30分，
高
新区：
曹欣小区居民、
明阳景苑居民、
科达
一带将停电。6月 13日 13时至 18时，
昆
区：
华丰园将停电，
望客户周知。

“呼市水岸青城小区 100余户业主收房难”追踪

开发商起诉部分业主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本报讯 本报多次报道了呼市
玉泉区水岸青城小区 100余户业
主临近交房之际遭遇开发商突然
涨价一事。6月 11日，迟迟未等到
开发商违约责任认定的部分业主
来到水岸青城小区售楼部，被开发
商负责人孙增利告知，目前他们已
将涉及双方交房违约责任认定的
业主起诉。
4月 2日开始，本报多次报道
了呼市玉泉区水岸青城小区 100

余户业主临近交房之际遭遇开发
商突然涨价一事，如业主不补齐差
价，就无法领钥匙。6月 5日，水岸
青城小区开发商内蒙古庆宇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孙增
利表示，因交房过程中涉及开发商
与业主双方的违约责任，在 6月 8
日前会先出具双方违约责任认定
结果。直至 6月 8日，开发商未履
行之前“出具开发商与小区 6号楼
未交房业主的违约责任认定结果”
的承诺。
6月 11日，部分业主来到水岸

青城小区售楼部，被孙增利告知，
目前他们已将涉及双方交房违约
责任认定的业主起诉，并出具了一
份呼市玉泉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
通知书。通知书显示，内蒙古庆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存在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涉及
双方交房违约责任认定的业主起
诉，
法院已于 6月 10日受理此案。
被起诉业主之一的白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接下来也将搜集开发
商延迟办理交房手续的相关证据
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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