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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出台办法严肃惩处师德失范行为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处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列出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负面清单以及具体处理
办法，建立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规惩
处和责任追究机制。
《办法》规定了师德失范行为处理

的实施依据、适用范围、禁行底线、调查
程序、处理原则、处理形式、执行权限、
处理结果的运用、申诉以及对教师所在
学校、幼儿园和主管教育部门的工作要
求，明确对中小学校及主管教育部门、
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举办者及主
管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师德师风
建设管理职责的责任追究。

《办法》强调，对师德失范行为视情
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其中，
处分包括警
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开除。
其他处理包括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
责令
检查、通报批评，以及取消在评奖评优、
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工资晋
级、
申报人才计划等方面的资格，
直至撤
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对于因

◆精短

大学生志愿服务
进社区

1月 4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公安局沙圪堵第二派出所对辖区烟
花爆竹网点展安全检查整治行动。
重点检查各烟花爆竹销售点的
证件是否完备齐全，是否存在销售
土火炮、火药等违禁物品的情况；同
时，还检查了消防器材是否完好等，
并做了培训。
马文龙

1月 1
2日，内蒙古师范大学
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鸿博花园小区为居民介绍垃
圾分类知识。1
1日，全区首届新
时代文明实践大学生社区志愿服
务实训营在玉泉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学习宣讲中心开营。来自内蒙
古师范大学的 7
5名大学生志愿者
在赛罕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
区等辖区志愿服务需求地，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垃圾分类宣传与
督导等志愿服务。
《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磊摄

◆简讯

包头铁警列车上发
“福利”
2021年 1月 10日，是国家正式批
准设立的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包
头铁路警方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致
敬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
。
1月 8日 ，在 包 头 开 往 杭 州 的
Z284次列车上，包头铁路公安处的民
警向旅客讲解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设立的意义，并针对近年来多发的电
信诈骗和列车旅财案件，结合实际案
例，向旅客们讲解犯罪手段和防范方
法。随后，民警将外包装贴有卡通警
察、
“110”标志和防骗防盗知识的“定
制”口罩派发给旅客，加深知识印象、
方便随时查看。
此外，包头铁路公安处各单位还
通过举行警旗升旗仪式、举办主题演
讲比赛、组织警营开放日活动等形式
开展为民实践服务，全力保障人民安
宁。
袁磊

包头车站派出所
举行主题演讲活动
1月 7日，包头铁路公安处车站派
出所组织全体民警开展了“无悔青春、
不辱使命”为主题的庆祝“中国人民警
察节”演讲比赛活动。期间，民警李晓
雯以“警察职业的传承”为主题，讲述
了自己的从警梦、从警故事；民警杨姝
韵以“蓝色的身影”为主题，生动展现
了青年民警的青春和热血；而身为执
勤队长、业务骨干的马宏达则以“立警
为公，不辱使命”为主题，用自己的实
际经历诠释了一名扎实工作、乐于奉
献，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优秀人
民警察形象。
通过此次主题演讲活动的深入开
展，使包头车站派出所全体民警再一
次感受到了警察这份职业的光荣感、
荣誉感和使命感。
孙宗富

师德失范被依法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
教师队伍的人员，
自治区范围内任何学
校不得再聘用。教师师德失范处理结
果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同时，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地要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处理办法、细化负面
清单，确保办法落地见效。
《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1月 6日晚，鄂尔多斯市准旗公
安局沙圪堵第二派出所开展社会治
安清查行动。一是清查辖区内的旅
馆住宿人员情况等。二是网吧内的
上网人员等情况。三是学校、幼儿
园周边治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四是消防器材设备配备等情况。五
是出租房屋租住情况。
马文龙

我区出入境智慧大厅启用

“一站式”办证更方便了
◇晨报融媒记者 岳佳鑫
本报讯 昨日上午，自治区公安
厅出入境管理局二级警务专员郝斯
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公安厅出入境管
理局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大厅的建
设情况。
据悉，自治区公安厅出入境管理
局现在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建成了智
能化、全自助的出入境智慧大厅，
现已
正式启用。出入境智慧大厅设有：智
能导服区、智慧办理区和智能核验区
三个区域，
集引导、填表、照相、生物信
息采集、缴费等业务于一体，
为群众办
理出入境证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受理业务范围为中国公民的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
的首次申领、过期重领、换发、补发、签
注。办理对象为 16周岁以上至 60周
岁以下中国公民。办理地址在自治区
政务服务大厅(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
勒川大街 6号)
13层东侧。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智能终
端设备既可以有效的整合引导、填表、
照相、生物信息采集(
指纹及签名)
、缴
费、快递等业务，
还可以有效改变传统
窗口受理模式下纸质材料多、信息核
查容易出错、数据流转效率低的困局，
推进实现“一站办理”
“一桌办齐”，有
利于解决申请人在服务大厅排多次
队、跑多个窗口、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

“昆仑 2
0
2
0
”
专项行动战果公布

全区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591起
◇晨报融媒记者 岳佳鑫
本报讯 昨日上午，自治区公安
厅通报全区公安机关“昆仑 2020”专
项行动战果。记者了解到，在专项行
动中，全区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 1591起，打掉团伙 34个，端掉
窝 点 47个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2329
名，涉案价值约 49.
65亿元。
其中，
“ 昆仑 1号”打击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行动中，全区公安机关累计
破案 125起，打掉团伙 5个，端掉窝点
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27名，总涉
案价值约 2.
95亿元。
“昆仑 2号”打击危害药品安全
犯罪行动中，全区公安机关累计破案
2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8名，总涉案

价值约 1412万元。
“昆仑 3号”打击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犯罪行动中，全区公安机关累计
破案 1175起，打掉团伙 20个，端掉
窝点 2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616名，
总涉案价值约 45.
85亿元。
“昆仑 4号”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动中，全区公
安机关累计破案 26起，打掉团伙 6
个，端掉窝点 1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01名，
总涉案价值约 3881万元。
“昆仑 5号”
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
行动中，全区公安机关累计破案刑事
案件240起，
打掉团伙3个，
端掉窝点1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57名，
缴获非法猎
捕野生动物4841头（只），
收缴野生动物
制品2790公斤，
涉案价值3235万元。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沙圪堵第
二派出所紧盯疫情防控安全线，严
格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密切配
合疫情防控相关部门，全力投入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坚决做到“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
马文龙

1月 2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公安局布尔陶亥派出所深入辖区加
油站进行反恐怖安全检查。民警对
加油站配备人防、物防、技防及反恐
怖防范标准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通过检查，有效地提升了辖区各重
点单位和场所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李二强

1月 8日，鄂尔多斯市准旗公安
局布尔陶亥派出所深入辖区村委
会、人员密集场所张贴禁毒宣传海
报。民警倡导群众要提高对毒品的
认识，自觉抵制毒品、禁种毒品，鼓
励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树立健
康生活、阳光生活的理念。 李二强

1月 5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公安局布尔陶亥派出所组织全体民
警开展了一次“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应知应会知识
测试，参考率 9
8
%，帮助民警查找自
身的不足与短板，进一步验收了学
习成果、巩固了学习成果。 李二强

1月 3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公安局布尔陶亥派出所召开“坚持
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
专题学习会。会议强调，全体民警
辅警要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
的准备，在工作中要统筹全局整体
部署，做好自身工作。
李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