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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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6 月 9 日，全市应报市场主体
269846 户（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 已报 149178 户，
还 有 120668 户 市 场 主 体 未 进 行
年报。 距离年报截止时间 6 月 30
日已不足 20 天，逾期申报，将被列
入失信名单管理。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规定，2018 年之前登记注册的各类
市场主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 应当于 6 月 30 日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内
蒙古）(http://www.nmgs.gov.cn)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
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当年设
立登记的市场主体， 自下一年度起
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年报公示不
仅是市场主体的法定义务， 也是市
场主体积累社会信用的过程。根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规定，市
场主体未按时年报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
注为经营异常名录状态， 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向
社会公示；满 3 年未年报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 并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的市场主体，有关信息被政府部门、
媒体、银行、商业客户、中介组织、行
业协会商会等机构共享和社会认
知，在经营、投融资、国有土地出让、
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招投
标、政府采购、安全许可、生产经营
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授
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中将受到“
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限制或者禁入。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
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 年内不得担
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宋·境赵艳红宋代经典作品临摹展》开展
近日， 赵艳红宋代经典临
摹作 品 展 在 红 山 区 文 化 馆 开
展。 红山区文体部门领导及赤
峰市文化界嘉宾参观了展览。
赵艳红为赤峰市美术家协会会
员，擅长工笔花鸟人物，尤喜宋
元经典作品，画风随心自然，静
(晨风)
笃如一。

敖汉警讯（四）
敖汉旗公安局

晨报官方微信

本报讯 近日，敖汉旗公安局
在四楼党委会议室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调度会。 敖汉旗政府副
旗长、公安局长滕海魁、局党委委
员、 副局长刘瑞志及扫黑办工作
人员参加。
会上， 滕海魁听取了旗公安
局扫黑办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汇报。 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一是增强“四个意识”，牢
固树立“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切实把专项斗争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落实到实处；二是坚持
破案攻坚和“打伞”“破网” 相结
合， 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背后
“关系网”“保护伞”，深挖彻查、依
法严惩； 三是切实提升涉黑恶案
件线索摸排， 对上级公安机关交
办的案件线索要及时核查及时回
复，减少案件线索存量。四是扫黑
办要充分发挥协调、指导职能，强
化扫黑民警业务培训； 五是强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
会后， 滕海魁还深入到局扫
黑办就档案建设、 线索核查等工
（张岩）
作进行安排。

本栏目由敖汉旗公安局协办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肖璐

本报讯 昨日，由共青团内蒙
古自治区委员会、 内蒙古青年创
业就业服务中心、 内蒙古青年创
业联盟主办， 共青团赤峰市委员
会承办的“投身乡村振兴战略 培
养双创青年人才”2019 年内蒙古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训练营在赤峰
市成功举办。
活动共有来自赤峰 12 个旗
县区的青年创业领域成长型企业
创始人、青年创业孵化器代表、青
年电商培训基地负责人及青年致
富带头人“领头雁”等 100 人参
加训练营。训练营邀请了解嵘、吴
泊江、林海亮、唐镜洺、孙寒、魏晓
运等区内外知名创业导师和创业
大咖，讲授内容涉及品牌价值、员
工管理、股权激励、企业法律风险
解析等多个领域。除集中授课外，
训练营还安排了破冰训练、 观摩
交流、项目路演、创业沙龙等多种
活动，为学员搭建了沟通交流、互
助提升的平台。 全体学员还参观
考察了赤峰市安快创业谷、 野农
优品大厦、 拓佳电子产业园区等
地， 实地了解赤峰市创业就业情
况及经济社会发展。

国网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积极部署“
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
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调度会

内蒙古青年创新创业
人才训练营走进赤峰

本报 讯 6 月 是 全 国 第 18 个
“安全生产月”。为贯彻落实国网赤
峰供电公司和元宝山区政府关于
“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增强全体
职工安全意识，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全面部署“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成立“
安全
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安全
生产月” 活动方案，6 月 3 日组织开
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
此次
“
安全月生产月”活动与电力安
全文化建设年、
“
防风险保平安迎大

庆”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专项
行动相结合。 活动内容以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讲安全课， 安全生产包
片人员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安全用电
宣传， 全体员工观看安全生产月主
题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 在咨询日
期间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科普教育
活动。
国网元宝山区供电公司将借助
“安全生产月”的契机，广泛开展好
各阶段宣教活动， 确保安全生产工
（廉振斌）
作稳步推进。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普法宣传专栏（326）

右旗法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
本报讯 近日， 巴林右旗人民
法院召开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会议。
会上,巴林右旗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康爱军传达了市中院潘
永如院长在全市法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推进会的讲话精神,对下一
阶段扫黑除恶斗争做出安排部署，
做好迎检准备。 一是要加强学习，
印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材料，人手
一份， 加强相关要求和知识的学
习，各庭室要组织学习，在全院掀
起学习热潮； 二是要加大宣传力
度，积极主动，研究创新，突出成

效，印制宣传单、挂条幅、图片展
等，着手制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
题片，并结合脱贫攻坚，发放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材料；三是开展
线索摸排，各庭室回头看，以一案
三查的标准认真排查各类案件，由
分管领导签字， 移交旗扫黑办，多
次犯罪的，一定要认真排查；四是
建立扫黑除恶档案管理工作组，所
有工作都要存档， 包括各个专班、
各个小组的会议要有记录、 要存
档；五是制定有关配套制度和解说
问题等。
（石玉振）

赌博生口角
持刀伤人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王小溪

本报讯 5 月 30 日， 红山区
公安分局特警大队万达巡逻组队
员及时制止一名赌徒持刀伤人。
据了解，5 月 30 日 00 时 08
分， 红山区公安分局特警大队万
达巡逻组在夜查期间， 在红山区
二道街双桥胡同处发现两人正在
打架， 其中一人手持剪刀将另一
人捅伤， 万达巡逻组队员立即下
车制止，并及时控制持刀男子。经
了解， 持刀男子蒋某为黑龙江大
兴安岭人， 受害人陈某同是黑龙
江大兴安岭人。5 月 28 日， 二人
在头道街某装卸队宿舍内炸金花
赌博时发生口角，蒋某怀恨在心。
5 月 29 日晚上，蒋某在头道街某
超市买了一把剪刀怒气冲冲的前
往头道街某装卸队宿舍将受害人
陈某捅伤后逃离， 后被陈某及其
妻子追赶到二道街双桥胡同处。
最终， 被特警大队巡逻组队员发
现， 并及时将其控制后被移交辖
区永巨派出所处所。
目前， 蒋某已被移交至辖区
派出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