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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
市公交总公司获悉，因道路施工，
我市部分公交线路临时绕行。

53 路：因东影南路（长乐宫站
附近）天然气管道改造，影响公交
车辆正常通行，53 路需单向临时
绕行。公交四公司——什兰岱方
向，临时绕行兴安南路、新华大街
至渤海银行恢复原线。临时取消
城市人家装饰公司、嬉水乐园、长
乐宫共 3 站。临时增加蒙古族幼
儿园、十四中共 2 站；什兰岱至公
交四公司方向按原线运行。

73 路：因西顺城街中段塞上
老街附近天然气泄漏，道路临时
交通管制，73 路公交车需绕道运
行。双向临时取消西口子、滨河
公园、乃莫齐召共 3站。

28 路：北垣街跨兴安路公铁
立交桥塌陷，北垣街道路半幅封
闭，28 路需临时绕行。东向西方
向临时绕行新华大街，临时取消
团结小区、三十八中、北垣吧街、
芳汀花园、昕嘉园小区、东影北路

北口、外贸巷共 7 站；西向东方向
按原线运行。

又讯（记者 云艳芳）为规范接
驳地铁 2 号线，经大数据分析线路
结构，市公交总公司定于 8 月 1 日
调整延伸 70 路、S9 路公交车，满足
呼伦南路、帅家营路沿线市民乘
客出行需求。

70 路调整方案：从西乌素图
村发车至金地江山风华（帅家营
地铁站），途经生态路、盐站西路、
草原明珠西路、海拉尔西街、通道
北路、新华大街、锡林北路、锡林
南路、南二环、呼伦贝尔南路，单
程 22 公里。原线行驶至双树村住
宅区后，右转至呼伦南路到帅家
营，新增金地江山风华等 6站。

S9 路调整方案：从通和驾校
科二考场发车至内蒙古日报社，
途 经 天 平 路 、杭 盖 路 、阿 木 尔 北
街、金桥路、帅家营路、银河南街、
乌 尼 尔 西 街 、金 桥 路 、阿 拉 坦 大
街、双河路、乌尼尔东街、金桥路，
单程 24.5公里。

区外高校普通类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6.68%

“首府新时代学习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场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7月29日，
“首府新时代学习讲堂——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
场报告会”举行。

本次报告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
师团主办，邀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宣讲团成
员、包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刘翠芬作了专场报告。她从“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要
意义、思想内涵”“以史为鉴，担负民族
复兴时代大任”“切实做好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学习贯彻工作”等几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阐释，报告全面深
刻、严谨生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
性和指导性，让与会人员对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有了更为全面
的认识、更加深刻的理解。

报告会要求，要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
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吃透精髓要
义，把握精神实质。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切实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总结经验、观
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转化为
书写我市发展新篇章和建设“美丽青
城、草原都市”的生动实践。

接下来，刘翠芬还将赴呼市交通
投资建设集团、清水河县作专场报
告，并与党员干部职工互动交流。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7 月 29 日
上午，为进一步缓解我市停车难问题，
提高路侧停车资源配置效率，由市发
改委按照《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
定组织召开了“市区路侧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标准听证会”，听证会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各领域
消费者代表等25人参加。

据了解，听证会上首先由市发改
委价格收费管理科科长周鑫介绍了

《呼和浩特市市区路侧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标准听证方案》。

方案一：一类区 3 元/30 分钟，计
费时段最高限价60元；二类区2元/30
分钟，计费时段最高限价 40元；三类
区1元/30分钟，计费时段最高限价20
元。

方案二：一类区 2 元/30 分钟；二
类区 1.5元/30分钟；三类区 1元/30分

钟。计费时段不设最高限价。
收费时段均为早8时（含）至晚20

时（含），夜间 20时（不含）至次日 8时
（不含）不收费。

收费政策为：计费时段以30分钟为
1个计时单位，15分钟（含）内免收停车
服务费，超过15分钟不足30分钟按30
分钟计费；小型车辆按照分类区域收取
相应的停车费；大中型车辆按照分类区
域实际占用停车位数收取相应的停车
费；军车、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救
护车、工程抢险车、新能源物流配送车
辆、残疾人专用车等免费。新能源客车
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

居民小区周边路侧停车实行车辆
认证管理，实行包月计费方式收取停
车服务收费优惠政策，一类区每月不
高于 300 元，二类区每月不高于 200
元，三类区每月不高于100元。

建设城区路侧机动车智慧停车泊
位是实施路侧机动车停放收费的前提
条件。听证会上市城管执法局四级调
研员盛宇介绍了我市市区路侧机动车
停车泊位建设运营相关情况。

听证会上，25名听证代表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对定价听证方案发表了
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实施机动车路侧停放收费应
先在人流密集、停车需求量大的区域
进行试行，经过完善后再在全市正式
实施；15分钟免费停车时间偏短，应
延长至 30分钟。晚间免收费开始时
间也不应统一定为20时，应按实际情
况细分，例如一些商圈娱乐场所晚间
才是停车高峰，免费时间要延后才更
合理。而一些居民区是否可以考虑
适当将免费时间提前；为了更好地维

护市民的权益，阶梯计费单位是否可
以比30分钟更小；类别区域划分不应
遵循行政区域，而要看商圈、学校、医
院等区域，以实际停车需求量来划
分，例如鹏欣金游城虽然被划分为三
类区域，实际上由于地处中海商圈，
停车需求量极大，大召是著名的旅游
景点，停车需求量也很大，尤其是旅
游旺季，却被划分为二类区域，这些
特殊地段应重新进行细分；包月比较
含糊，是只包白天或夜晚，还是 24小
时全包，应该进行明确定义；核心路
段设置停车位会不会挤占非机动车
道，造成安全隐患。

据了解，听证会后，市发改委将按
照《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出具听证
报告，并作出定价决定，报请市人民政
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呼和浩特市市
区路侧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

我市召开市区路侧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听证会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了合理
利用城市公共资源，大力提升城市停
车资源集约利用效率，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牵头组织实施并完成了智慧停车一期
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覆盖全市的智
慧停车管理平台已搭建完成，并完成
了建成区 260平方公里范围内停车设
施资源普查，建成了新城区光华街、回
民区公园东路、玉泉区小召前街、赛罕
区丁香路、万达一街、万达二街等6条
街道 572个高位视频管理智慧停车泊
位试点，通过 24小时实时视频监控，
采集记录出入泊位车辆详细数据，为
下一步在全市推开道路停车服务智慧
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全市 252
个经营性停车场已接入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共计接入泊位 5.2万余个；目前
市城管执法局正在推进经营性停车场
无感支付工作。今后，广大市民只需
在爱青城App注册绑定之后就可以实
现无感付费快速离场。

根据市委、市政府继续深化拓展
智慧停车一期项目建设成果的部署，
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四区和经济技术
开发区目前正在推进全市中心城区机
动车智慧停车泊位建设工作。中心城
区智慧停车泊位建设坚持“市级统筹、
标准统一、以区为主、市区协同”的原
则，即以市四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为项目实施主体，积极引进社
会资本投资，严格按照全市智慧停车
建设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进行
建设。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
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
46号）精神，同时为有效规避路侧停车
出现的资金管理风险，拟采取“以高位
视频技术为主、其他先进技术为有效
补充”的技术路线，准备分三个阶段完
成东至科尔沁快速路、西至巴彦淖尔
路、南至南二环路、北至成吉思汗大街
范围内330余条道路路侧（含路牙上、
下泊位）公共停车智慧泊位建设工作。

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全市中
心城区180余条道路路侧（含路牙上、下
泊位）公共停车智慧泊位建设；第二阶
段主要完成与上述180余条道路相关的
连接线、连接区域以及继发性停车乱的
道路和区域的路侧（含路牙上、下泊位）
公共停车智慧泊位建设；第三阶段完成

东至科尔沁快速路、西至巴彦淖尔路、
南至南二环路、北至成吉思汗大街范围
内除前两个阶段已建设完成的180余条
道路以及连接线、连接区域和继发道路
之外的路侧（含路牙上、下泊位）公共停
车智慧泊位建设；各阶段均同步建设实
现无感支付。

在此基础上，市城管执法局正在对
《呼和浩特市停车场管理办法》进行修
订完善，并已进入立法程序，为这项工
作的后续顺利开展提供法律政策保障。

在后续运营管理过程中，由各区
结合实际制定有关的监督考核机制和
管理规章制度，依法依规对管理运营
企业停车管理收费等相关事项进行监
督考核，确保路侧停车管理工作和服
务规范化、制度化。

覆盖全市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已搭建完成
经营性停车场无感支付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您好，麻烦
帮我挂一下耳鼻喉科。”记者近日走访
我市各大医院发现，耳鼻喉门诊外面排
队就诊的患者不少。市第一医院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近期因过敏性鼻炎前来
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这些患者的过敏性鼻炎是由什么
引起的呢？就此，记者采访了来我市帮
扶变态反应学科建设及开展花粉监测
质量控制的指导专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
主任王学艳。

“根据近两周本地区花粉监测数据
显示，目前主要致敏原是藜科植物、玉
米、向日葵、苋科植物、蒿草的花粉等。
目前呼市地区已进入花粉飘散期，未来
空气中的致敏花粉浓度会越来越高，很
多患有花粉过敏的患者会陆续出现眼
痒、鼻痒、鼻塞、打喷嚏、流涕等症状，部
分患者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皮疹，严重者
可能出现哮喘表现，如果每年秋季出现
上述症状，要高度警惕，这就是花粉症。”

王学艳告诉记者，“这种花粉症有的是单
一症状，有的是多个症状同时出现。花
粉过敏原是导致花粉过敏的关键。”

针对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王学
艳建议避免接触过敏原。花粉季节尽量
减少外出，尤其是刮风和雷暴天气。必
要外出时佩戴口罩和防护眼镜。不要迎
风走路。外出归来后要洗澡、洗衣服。
开车时关好车窗，睡觉时关好门窗。有
条件家里备有空气净化器。家庭花粉不
过敏成员积极参与除蒿草杂草活动，尤
其是居住房前屋后近距离生长的蒿草杂
草藜科植物。减少近距离致敏花粉接
触，可大大减轻过敏症状。

据悉，目前我市通过花粉监测显示
已经开始进入了花粉期。预计 8月 10
日左右将进入致敏花粉高峰期。王学
艳建议，过敏病人就近到相应的变态反
应门诊就医，进行规范化诊疗，采取预
防及对症用药，以免致敏花粉高峰期严
重症状发生。王学艳表示规范诊疗会
收到良好效果，切记不要把过敏性鼻炎

和哮喘误认为感冒、气管炎等过敏症状
误诊误治，以免严重后果发生。

那么，进入了花粉期，花粉症要如
何缓解呢？王学艳说：“花粉症在花粉
期的用药是分季节前、季节中、季节后
三个阶段的。在花粉高峰期到来前
1-2周即可开始防护。症状轻微者，鼻
部症状可局部使用鼻喷剂，眼部症状可
局部使用滴眼液等；症状较重者，可口
服抗组胺药及白三烯拮抗剂。如果有
肺部症状出现及早使用白三烯拮抗剂
及吸入性皮质激素粉雾剂。一般可选
择第 2代嗜睡副作用较小的如氯雷他
定、西替利嗪、依巴斯汀及白三烯拮抗
剂如孟鲁斯特钠片等，这样在花粉高峰
期，过敏症状可明显减轻。在花粉高峰
期，若口服上述药物仍不能控制，出现
了中度鼻部症状，可尽早加用皮质激素
鼻喷剂，具体可根据患者年龄选用不同
的药物。一旦出现轻度咳喘，尽早应用
吸入性皮质激素粉雾剂，另外滴眼液对
缓解眼部症状有效。鼻塞严重者可使

用鼻内减充血剂，儿童2-3天，成人3-5
天，疗程应控制在≤7天。鼻内抗胆碱
能药物可有效抑制流涕症状。哮喘症
状较重者可使用奥马珠单抗，皮炎症状
较重者可使用度普利尤单抗，可有效控
制缓解症状。季节后期用药，过敏症状
减轻，根据花粉监测数据停药。”

“十月一日之后是花粉过敏病人
治疗的最佳时机。”王学艳介绍，“患者
可以通过特异性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特异性免疫治疗是国际上公认的有效
方法之一。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
过敏原选择不同的脱敏疗法。目的是
让患者以后接触过敏原不再发病，减
少用药或不再用药。治疗过敏性鼻炎
可以减少哮喘的发生。方法有皮下和
舌下，包括常规脱敏、快速脱敏、集群
免疫。变态反应科医生会根据病情选
择适合的方法。一般疗程 2至 3年，维
持时间越长效果越好，70一 80％的人
达到有效控制，减少用药或不再用
药。”

花粉飘散期到来 北京专家支招如何防治花粉症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7月29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组织开展的

“永远跟党走、文明我同行”呼和浩特
市民文明行为百天打卡活动启动仪
式在大召广场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勇出席
启动仪式，并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
持人雷蒙与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
队玉泉区大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
站长巴特尔颁发聘书、佩戴呼和浩特
市文明市民纪念徽章，聘请他们为呼
和浩特市文明大使。

在活动现场，雷蒙、巴特尔与我市
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各行各业市民代表
进行了践行文明行为集体宣誓，并与8

位代表共同启动“永远跟党走 文明我
同行”呼和浩特市民文明行为百天打
卡活动。同时，分别有市民前往新城区
宝鼎广场、回民区青城公园、玉泉区大
召广场、赛罕区万达广场拍照打卡。

“永远跟党走 文明我同行”系列主
题活动主要是市民以在市四区设置的
打卡点进行打卡的形式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主要包括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
将开展“文明我同行·我为文明城市添
光彩”“我爱青城 我为青城答百分”“我
爱青城 我为文明青城代言”“我的青城
我的家”“我爱青城 我为青城开处方”

“做文明有礼首府人”等多场系列主题
活动。

“永远跟党走文明我同行”
呼和浩特市民文明行为百天打卡活动启动

因7月26日诊断的辽宁省大连市
3例无症状感染者、7月27日诊断的大
连市 1例无症状感染者等病例在时间
和空间上有轨迹交集，共同指向张家
界 7月 22日晚魅力湘西剧场，观看演
出席位均为A座席居中位置，前后邻
排（8、9排）。经评估，7月22日晚第一
场（18：00-19：00）“魅力湘西”所有观
众属于高风险人群。现就人员管控要
求通告如下：

1.请所有参加张家界 7月 22日晚
第一场（18：00-19：00）“魅力湘西”演
出的在呼和浩特市人员立即向辖区社
区（村）或疾控机构报告，配合落实集
中隔离和核酸检测防控措施。

2.如非必要，市民近期不要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安全以及疫情防控大局，请广大市民
及游客关注官方权威发布，不信谣、不
传谣、不造谣，积极配合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3.市民个人防护不放松，科学佩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注重咳嗽礼仪，使用公
筷公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请符合条件的市民，及早完成

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
家人。

咨询电话：
呼和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471-6627113 0471-662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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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默特左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471-3188885
托 克 托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8528589
和林格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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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1年7月29日

关于对张家界7月22日晚“魅力湘西”观众进行管控的通告
（2021年第31号）

本报讯（记者 苗青）按照“学校
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内蒙古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规范、有
序进行中。区外高校普通类一志愿
录取率达到96.68%。

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本科提前
A、本科提前B、本科提前C、本科一批
和本科一批B录取工作，各批次共录
取新生 51668 人，其中普通类 40788
人，艺术类 9468人，体育类 1412人。

区外高校普通类一志愿录取率达到
96.68%。

据悉，本科二批录取工作结束后，
专科提前、高职高专相继开始志愿填
报和录取。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温馨提示广大考生，达到本专
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尚未录取的考
生，一定要密切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
信息网”和“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
众号，以免错失录取机会。

因道路施工
部分公交线路临时绕行

我市上半年418项城建重点项目开工
（上接第1版）二是计划投入建成餐
厨、污泥、医疗等垃圾处理设施 8项，
建成后可有效提升我市垃圾处理能
力，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现已开
工建设 7项，开工率 88%。三是计划
实施64公里供热管网互联互通工程，
逐步实现全市供热“一张网”供热格
局，不断提高供热效率和供热水平，
现已完工 14.2公里，完工率 22%。四
是计划实施 36.4公里老旧燃气管网
更新改造，实现全市老旧燃气管网

“清零”，全面保障城市供气安全，现
已完工22公里，完工率60%。

落实“300米见绿、500米入园”，
全面提升园林绿化水平。重点推进公
园绿地、景观花坛、口袋公园和城市绿
道等园林绿化设施建设。一是计划实
施丝绸之路主题公园D区、体育运动
公园、小黑河门户公园、军事主题公园
等公园游园建设，现已全部开工。二
是计划实施25处街景花坛美化提升项
目，已全部按时完工，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营造了优美的城市环境。三是计
划实施137处口袋社区公园建设，不断
增加城市休闲娱乐场所数量，提升市
民居住环境，现已建成112处，完工率
82%。四是计划实施 220公里城市绿
道工程，逐步构建城市区域完整生态
廊道，现已完工147公里，完工率67%。

梳通“城市脉络”，全面改善市民
出行条件。重点推进打通“断头路”、
改造背街小巷、新建过街天桥等出行
便利工程。一是计划打通 31条城市

“断头路”，不断解决城市的“肠梗
阻”，提高道路的通达性，现已开工27
条，开工率87%。二是计划改造39条
背街小巷，改善市民“最后一公里”的
出行条件，现已全部开工，完工13条，
完工率 33%。三是计划在学校周边
建设 5座人行过街天桥，保障师生过
街安全，现已全部开工。四是计划实
施26处城区主要积水点改造，现已改
造25处，有效防治城市内涝产生。

关注民生需求，全面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
大学生安居家园建设等惠民工程。
一是计划实施 333个老旧小区改造，
涉及1309栋楼、5.4万户居民，建筑面
积约 466.37万平方米，改造后可全面
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现已
全部开工，改造完成138个小区，完工
率 41%。二是大学生安居家园一期
工程全面开工，顺利推进，建成后可
提供大学生人才住房1649套、人才公
寓1500套。

解决群众“心肺之患”，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2020年我市通过接
入集中供热、“煤改电”“煤改气”等方
式，顺利完成157个村、6.82万户燃煤
散烧综合整治任务，实现削减燃煤使
用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00
吨，有效改善了我市采暖期空气质
量。今年我市继续推进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内剩余的57个村、6.35万户燃
煤散烧综合整治，实现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内散煤“清零”。目前，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约 64%，其中接入集中供热
完成70%，煤改电完成50%，煤改气完
成68%，计划8月底完工，进一步改善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培养城市“文化标识”，推动城区
历史文化和特色街区改造。计划实
施水岸小镇商业特色街、地铁新华广
场网红街、塞上老街步行街、席力图
召和绥蒙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等
历史文化区域和特色街区的修缮改
造，现已全部启动实施。

建设智慧城市，提升智能管理能
力。我市正在按照“1+4+N”的智慧城
市的总体框架建设要求（“1”指城市大
脑，“4”是指感知体系、数据体系、安全
体系和“爱青城”App四个基础支撑，“N”
是指以此为平台生成的若干个智慧应
用），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目前城市
大脑、“爱青城”App均已正式上线，我市
智慧城市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