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公交总公司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继续拓宽城郊公交线网覆盖范围

“礼赞伟大祖国·礼献草原人民”
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首发盛典将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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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18146名小学生进行“小升初”电脑派位

2021年内蒙古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今日进行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及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目前

“呼和浩特市采暖季大气污染问题突出问题”涉及的七项
整改措施已全部落实。

一是印发了《呼和浩特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呼和浩特市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定期研究环
保工作成为一项制度，空气质量改善任务在污染防治攻坚
战考核中占比达到30%，为最大赋分项。

二是完成了工业大气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情况排查评
估，全面掌握了排放企业清单。相继建成 15个高空视频、
593套企业在线监控设施、583套餐饮油烟监控、50套氨逃逸
设施、158套油气回收监控、109套汽修行业监控、35台无人
机、14套机动车尾气遥感，实现了对污染源的全天候监控。

三是强化火电、有色、建材、热力生产及供应等重点行
业无组织排放管理，46家工业炉窑、163家无组织排放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完成升级改造。

四是认真落实自治区《“十三五”节能降碳综合工作方
案》，全市煤炭在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由 2015年的 16.4%下
降到2019年的12%，下降4.4%。

五是连续三年开展居民散煤治理，6.82万户居民完成
清洁取暖改造，17万户居民实施“环保炉具＋洁净型煤”过
渡，散煤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六是呼市热电厂、金山热电厂新增供热能力1470万平
方米，主城区 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实现“清零”，旗县政
府所在地和城乡接合部10蒸吨及以下燃煤设施实现“动态
清零”，到2020年城市集中供热率达到92%。

七是不断提升施工扬尘防治水平，施工工地基本达到“六
个百分之百”要求。强化道路扬尘控制，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达到了自治区领先水平。持续加强城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
染治理，安装583套餐饮油烟监控，实现了全天候监控。

通过以上措施的有效落实，2020年度采暖季（2020年
10月15日—2021年4月15日）优良天数比例和PM2.5浓度
两项约束性指标同比 2017年均明显改善，同时达到了《呼
和浩特市2020-2021年采暖季大气污染综合管控攻坚行动
方案》中明确的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0%，PM2.5浓度低于
41微克/立方米的既定目标（具体见下表）。

现将达到销号标准的整改任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
内，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等形式，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办
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提倡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公示时间：2021年6月24日至2020年6月30日
受理单位：呼和浩特市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 址：新华东街12号城建大厦1211房间
受理电话：0471-4612682（工作日9∶00-17∶00）
呼和浩特市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24日

全市广大市民：
2021 年 6 月 14 日，广东省深圳

市新增 1例本土确诊病例，该确诊病
例的 2名密切接触者赵某某、李某某
返回我市，已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定点隔离酒店观察，目前核酸检测
为阴性（22日）。赵某某和李某某的
密切接触者大部分已排查到位并落
实管控措施，为了确保排查不漏一
人，不留盲区，现紧急寻找上述密切
接触者赵某某、李某某的密切接触
者。

一、赵某某、李某某重点行程轨
迹

赵某某，女，37岁，家住赛罕区森
警小区。

李某某，男，5岁，为赵某某儿子。
6 月 15 日 15∶00 左右赵某某母

亲带其子在森警小区菜园滑梯附近
玩耍。17∶00 左右赵某某的丈夫送
赵某某去呼市妇幼保健医院探视病
人后，赵某某的丈夫与其儿子李某
某到凯元广场影城观看电影，18∶37
观影结束后在一楼麦当劳就餐后回
家。

6月16日20∶46赵某某步行前往
意林（药校店）购物，返回途中 21∶00
在利客（平安店）购物，其余时间未外
出。

6月17日10∶24赵某某去学苑东
街与展东路交叉路口西侧路边某商
店买水后去树木园散步，12∶20 到
家。20∶50到附中东巷愤怒的小鸟小
吃店就餐，21∶08 到白皙日化购物，
21∶28回家后未外出。

6月18日17∶40左右赵某某与其
子前往赛罕区大学东路便民菜市场
购物，18∶11在花眼干果炒货，18∶12
在小高蔬菜店，18∶15 在阿支炸鸡，
18∶19在熏婆婆熟食店等地方购物，
18∶30左右到家。

6月19日09∶40左右一家四口自
驾前往南湖湿地公园，13∶00左右自
驾回家，20∶33到利客（融桥店）买饮
品，骑单车 20∶48到回家。其余时间
未出门。

二、相关要求
1.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上

述同时空与上述两名密切接触者活
动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市民，立即
与属地社区或辖区疾控中心联系，
由疾控中心按照防控要求予以排查
和管控。故意隐瞒行程不报造成严
重后果者，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
任。

2.广大居民要做好个人防护，正
确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
集。接种新冠疫苗是阻断疫情的最

有效手段，请广大居民积极进行疫苗
接种预约登记，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共同构筑
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呼和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471-6627113

新 城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901455

回 民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306994

玉 泉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5973029

赛 罕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680742

土 左 旗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3188885

托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8528589

和 林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7191244

清水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471-7912822

武 川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8822235

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1年6月22日

呼和浩特市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

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的公示

关于紧急寻找

深圳市确诊患者的次密切接触者的通告

呼和浩特市2020年度采暖季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年度

2020年

2017年

对比情况

优良天数比例（%）

80.3
74.9
+5.4

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40
45
-5

本报讯（记者 苗青）“重逢草原”
呼和浩特文化旅游美好生活季六大系
列活动之一——“礼赞伟大祖国·礼献
草原人民”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首
发盛典将于6月26日在华谊兄弟敕勒
川星剧场中心大厅举行。

在首发盛典上，将举行呼和浩特城
市歌曲《梦中的呼和浩特》发布仪式；华
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五大主题活动发
布；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首发仪式；

“重逢草原之门”盛大开启仪式；华谊兄
弟敕勒川星剧场体验之旅等多项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由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新城区人民政府、
华谊兄弟启明东方公司、呼和浩特市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承办。

从7月31日起，华谊兄弟敕勒川星

剧场将正式对外开放。呼和浩特华谊兄
弟敕勒川星剧场汇集文化、旅游、休闲、
商业、演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通过多种
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休闲商业演
艺方式，将会成为呼和浩特新城市会客
厅、新文旅演艺、新休闲度假、新主题公
园、新商业新零售新娱乐、新家庭文化消
费的一站式综合体，切实满足广大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将以“在星光里遇见
最美的自己”为主旨绽放在呼和浩特。

“重逢草原”呼和浩特文化旅游美
好生活季系列活动的举办，是呼和浩
特的大事、喜事和盛事。六大系列活
动的举办，将呈现呼和浩特市文化旅
游的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增强“美丽
青城 草原都市”城市品牌的辐射力、
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苗青）6月23日下午，
呼和浩特市四区小学升初中公办学校
电脑派位和民办学校随机录取现场会
在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六楼会议室举
行。

据 介 绍 ，呼 和 浩 特 市 四 区 共 有
18146名符合条件的小学应届结业生填
报了志愿，其中 10577人填报了公办学
校志愿，市四区将44所公办初中对应派
位入学，学生按照各区实际情况可在本
区内选择 2~8个志愿学校。另有 7569
人填报了民办学校志愿，学生可在市四
区 25所民办初中学校中自愿选择一所
填报志愿。当日，全部志愿派位完成。

据介绍，按照《呼和浩特市教育局
关于 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
意见》（呼教办字〔2021〕10 号）相关要
求，市四区教育局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制
定了本辖区公办、民办初中学校招生计
划，同时进行辖区内小学升初中电脑派
位和随机录取工作安排，切实做到公
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本次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工作由
呼和浩特市仲泰公证处进行全程公证
监督，由新城区纪委监委派干部担任纪
检监察员，由新城区教育局和回民区教
育局分派干部担任记录员。为了保证
计算机派位的公信度，市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通过招标的方式由联通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编制了小学升
初中公办学校电脑派位和民办学校随
机录取软件，并由计算机专家对电脑派
位和随机录取软件进行评审。本套软
件在录入学生基本信息时采集了学生
身份证号和照片信息，保证每一位学生
信息的唯一性和准确性。

最终，经计算机正式派位后，公办
初中学校第一志愿派入学生7786人，第
二志愿派入学生1772人，第三志愿派入
学生457人，第四志愿派入学生364人，
第五志愿派入学生 198人，第六志愿派
入学生0人，第七志愿派入学生0人，第

八志愿派入学生0人。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民办初中学校共 4127名学生
通过电脑随机录取入学。其余 14所民
办初中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填报
志愿的 870名学生直接录取。今年共
有128对双胞胎小学应届结业生家长自
愿提出电脑派位和“阳光分班”双绑定
申请。民办初中学校报名未被录取的
学生，将通过二次统筹完成录取。

所有经过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的
学生名单，将于6月23日21时以后在呼
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上（http：//
www.hhkszx.cn）公布，便于学生和家长
第一时间查询。

本报讯（记者 苗青）6 月 24 日
9∶00-17∶00，所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含高职对口招生）的考生可进行网上
填报志愿演练。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出的2021年内蒙古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公告中的信息。

据悉，考生的投档分（即文化课总
分加政策性加分，以下涉及的分数如
无特别说明均指投档分）以及专业课
成绩须达到相应批次和科类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报考使用校考成绩进行
录取院校的考生需要校考成绩合格。
此外，全程提供动态排名，考生在网上
新填志愿后，直到网报志愿结束，都可

以实时查看自己的动态排名。
网上填报志愿程序：一是在“2021

高考填报志愿专栏”查阅模拟演练使
用的招生计划，选择拟报考的院校和专
业；记录拟报考院校的院校代号和专业
代号；在阳光高考平台（http：//gaokao.
chsi.com.cn）查阅院校招生章程。二是
考生按准考证上打印的“考生服务暨网
上填报志愿平台”网址登录并填报志
愿，查看所报院校或专业的动态排名。
三是在整个填报志愿期间考生要经常
查询排名信息，不断修改志愿。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表示，
网上填报志愿这六方面考生要注意。
一是网报志愿演练仅供考生熟悉网报

志愿操作流程，其填报结果以及生成
的投档线等统计结果，与正式录取没
有任何关联，也不作为相关参考。二
是所有学校报名考生应在学校填报志
愿，招办报名考生在旗县区招生考试
机构设置的考生服务中心填报志愿。
三是为确保考生信息安全，考生必须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密码，若怀疑密码
泄露，待演练结束后可以通过填报志
愿平台修改本人密码，或通过高考报
名系统中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手机短
信重置密码。如果重置密码有问题，
考生也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到属地招生
考试机构重置密码。四是与正式网报
志愿不同的是，本次模拟演练不设新

填志愿和删除志愿的截止时间，不设
分时分段结束时间，也不设到旗县区
招生考试机构确认所报志愿的环节。
五是本次演练是对网报志愿系统和各
地保障工作落实情况的一次检验。模
拟演练期间，如发生网络拥塞等情况，
各地要及时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联系，并密切关注填报志愿专栏发
布的最新信息。旗县区招生考试机构
值班受理考生咨询，遇到问题时通过
相关钉钉群第一时间报告，并按答复
意见及时妥善处置。六是未尽事宜按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
网上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工作实施办
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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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苗青）6月 23日，随着 2021年内蒙古高
考成绩的公布，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了“2021年
内蒙古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分数段人数统计表”，考生可
查询一分一段的人数，从而判断自己的排名。

统计表显示，今年我区高考普通文科成绩（含照顾
分）392分及以上有 19651人，488分及以上有 7580人，550
分及以上有 2476人，600分及以上有 467人，653分及以上
有 12人；普通理科成绩（含照顾分）301分及以上有 58009
人，418 分及以上有 30349 人，550 分及以上有 6418 人，
600分及以上有 1923人，650分及以上有 223人，687分及
以上有 11人。“2021年内蒙古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分数
段人数统计表”详情，考生及家长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
信息网查阅。

2021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分数段人数统计表发布 6 月 23 日，全国 72
所高校在呼和浩特市第
二中学如意校园举办高
考咨询会，各高校招生
老师为广大考生和家长
介绍招生计划、各院系
专业学科研究方向、课
程设计内容，并针对考
生和家长关心的一些具
体问题，面对面进行了
详细解答。

■本报记者 王中宙
通讯员 丁宽亮 摄

本报讯（记者 苗青）据悉，内蒙古
已发布了2021年军队院校招收内蒙古
自治区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面
试、体检工作实施办法。2021年在内
蒙古自治区招生的军队院校共20所。

据介绍，军队院校招收的普通高
中毕业生，除应具备 2021年自治区普
通高校招生所规定的报名资格和思想
政治品德考核合格外，还须符合以下

基本条件：参加 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届、
往届毕业生；未婚，年龄不低于 17周
岁、不超过 20周岁（截止 2021年 8月
31日）；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
格以上；参加由军队组织的政治考核、
面试、体格检查（简称体检）等，结论均
为合格。

202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招生的20

所军队院校分别是：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
军装甲兵学院、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陆军边海防学院、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
军预警学院、空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
程大学、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

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武警特种警察
学院、武警海警学院。以上院校学历
均为本科。

为确保军队院校招生质量和招生
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届时军区招
生办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将设立举报电话，军区招生办：
0471-6580441、6580443，内蒙古自治
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0471-3261904。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今年以来，
市公交总公司按照市委、市交通运输
局的要求，在认真调研市民出行需求
和公交线网运营情况的基础上，结合
轨道交通和村镇公交的开通情况，对
全市公交线网统筹开展优化调整工
作。通过调整，实现科学合理配置运
力，减少车辆空载率，同时扩大城郊村
镇公交线网覆盖范围，满足群众“早进
城、晚回家”出行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方便广大乘客出行，完善网上查询公
交线路、申请办理公交乘车卡等业务，
解决过去乘客办卡、检卡、充值排长队
问题，实现公交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
目前，“青城公交”App在原有公交乘

车卡网上自助办理、公交乘车卡网上
自助充值、电子乘车卡申办、公交实时
信息查询等基本功能基础上，新增老
年卡自助年检功能。并且，使用“青城
公交”App 扫码乘车享受八折优惠。

今年，市公交总公司继续拓宽城
郊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在符合通车条
件的村庄继续规划开通城郊线路，努
力实现“村村通”公交线网规划目标。
近期实地调研黄合少镇东、西五十家
村、五俱窑、后窑、二十家等村庄，及土
左旗白庙子镇道路情况和停靠场站事
宜，拟定延伸113路至西黄合少村，新
开 131路（内蒙古创业学院—大库伦
村）、132路（新华西街—白庙子村）。
目前，开线申请正报送市交通局审批。

2021年在我区招生的军队院校共20所

（上接第1版）“2012年以来，我乡坚持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不断加
大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力度，强化农民
对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理解，从根本
上解决‘重栽轻管’的问题，巩固造林成
果。截至目前，我乡共完成退耕还林
6418.7万亩，完成退耕还草3万亩，初步
达到了‘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
弹’的目标，生态文明示范乡成果得到
了进一步巩固。”清水河县韭菜庄乡党
委书记王云峰告诉记者，韭菜庄乡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
国家生态绿化重点工程为抓手，动员广
大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坚决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有效控制了秸秆焚烧
等大气污染源，重要节点加强森林草原
防火管控，持续推进河湖清五乱工作，
完成了清水河、杨家川等河流的保护利
用岸界划定，巡河工作进入常态化。三
岔河村被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厅评选为

“自治区级美化绿化先进村”，生态环境
保护成效显著。

韭菜庄乡生态变化是清水河县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十三五”以
来，清水河县集中精力推进“三条线、
四个片区”（“三条线”即城关镇至老牛
湾公路、209国道沿线清水河段、109
国道沿线；“四个片区”即韭菜庄乡青

龙山、神仙山、老牛湾地质公园以及城
关镇南北山），全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
护、京津风沙源治理、新一轮退耕还林
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新增
人工造林 16.1 万亩、封山育林 3.7 万
亩、退耕还林3.7万亩、退耕还草18万
亩。积极推进老牛湾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项目和浑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
目，全面开展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水土流失、风蚀沙化趋势得到整体遏
制，生态环境自然修复功能显著增强，

“全国绿化模范县”“黄土高原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示范县”“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成果进一步巩固，森林覆盖率达
到29.6%（与规划目标相差5.4个百分
点），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下一步，清水河县将坚持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严格企业环保节能标准，
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布局调
整，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发展。积极推进
生产技术装备升级换代，支持产能整合
升级，推动三联化工扩能升级改造。全
面清理僵尸企业，盘活现有资产和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规范全县矿山开
采行为，实现土地与矿产资源集约利
用，努力建设绿色和谐矿山。加快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形成绿色、
高效、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清水河县：群山披绿装生态大变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