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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省郑州市进入我市人员管控工作的公告
（2021年第33号）

2021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郑州
市通报 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7 月 31 日又发现多起新冠疑似病
例。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自 2021年 7
月 31 日起，将二七区京广路街道春
晖社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二七
区京广路街道广兴洁云花园小区、
二七区长江路街道海豫花园小区、
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张魏寨中街 36号
院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为扎实落实
呼和浩特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常态化防控策略，有效控制和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结合我市实际，现公
告如下：

一、2021 年 7 月 16 日以来从二
七区京广路街道春晖社区高风险地
区和曾进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
来呼返呼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实行 2次新冠病毒核
酸 检 测（自 离 开 风 险 地 区 之 日 算
起）。

2021 年 7 月 16 日以来从二七区
京广路街道广兴洁云花园小区、二七
区长江路街道海豫花园小区、二七区
长江路街道张魏寨中街 36号院等中
风险地区的来呼返呼人员，一律实施
14天居家隔离观察，实行 2次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自离开风险地区之日算
起）。同时，市民要主动拨打我市各级
疾控中心咨询电话（联系方式附后）申
报或咨询。

截至目前，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已
升至75个，其中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
险地区 72个。凡从中高风险地区以
及有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出入史的来
（返）呼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我市疫情防
控有关规定，提供的核酸检测证明要
真实可信，瞒报、谎报人员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二、凡与有上述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以及有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出
入史的来（返）呼人员有过接触的在
呼人员，如有发热、咳嗽、气促等呼吸
道症状的，要立即向所在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社区（村）或入住酒店报告，
由属地疾控部门及时转送至定点医
疗机构排查。

三、广大市民和来（返）呼人员要
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掌握从中高
风险地区以及有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出入史进入我市人员信息的，要立即
向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村）
报告。

四、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目前预
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有效手段，
通过接种疫苗能够有效的降低人群感
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建议符合接种条
件的市民积极主动地到辖区接种单位
预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以确保身体
健康。

五、广大市民要做好个人防护，科
学佩戴口罩（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减少人员
聚集，勤洗手、常通风，注意保持 1米
以上社交距离，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
活动。建议广大市民减少不必要的出
行，避免前往境外和境内中高风险地
区旅游。出行前关注交通、旅游等信
息，注意错峰出行。外出时全程做好
个人防护，尽量避免前往人员集中密
集的场所。广大市民非必要近期不去
中高风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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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名单
高风险地区：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

丽市姐告国门社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

春晖社区
中风险地区：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

广兴洁云花园小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路街道

海豫花园小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路街道

张魏寨中街36号院
云南省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

村民小组
云南省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委会

雷允村民小组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念

四新村小区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武

塘社区文昌路以南、明月路以北、维扬
路以西、新城河路以东区域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高良涧街道
洪泽园三村宏盛家园十栋

江苏省洪泽区高良涧街道崔朱社

区泽地华城12栋
江苏省洪泽区高良涧街道王庄村

13组胡桑田庄台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众兴街道西

湖社区中华商城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

道景明佳园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

岗社区围合区域（东至集贤路，南至长
干街，西至康庄路，北至齐尚街）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九
塘行政村毛家圩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
岗社区张巷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
巷社区龙湖文馨苑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
岗社区庄上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万
科城香樟苑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省
道 239与桠定路交叉路口芜太建材店
所在建筑范围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所
街26号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柘塘街道湖
滨新寓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柘塘街道永
阳街道宏力花苑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
道标营 4号 26栋、27栋、28栋、29栋、
30栋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
胜利村100号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
和燕花苑12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尚
桥社区焦东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青
源社区翠屏湾花园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许
呈社区小呈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
村社区天琪福苑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
大桥南路10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
岗社区新风苑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
凤栖苑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
工人新村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
道凤翔花园4期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钱
家村自然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岔
路社区绿城深蓝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
麟门社区麒西路95号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凤翔新

城1期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吉

庆家园小区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

晨光新苑16栋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

林村郭村自然村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源

泉山庄A区（前埔六里1-20号）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

丈县默戎镇墨戎苗寨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

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五里牌社区公租
房小区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林街
道学府华庭小区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府港
湾小区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锦绣香
江小区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大丰安
置房

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区军地坪
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永定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崇文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南庄坪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官黎坪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后坪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沙堤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大庸桥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西溪坪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阳湖坪街道
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枫香岗街道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

乾城嘉园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城郊街道馨

宁新村小区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城郊街道未

来方舟小区2号栋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铂

金汉宫小区二栋、七栋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街道优

品道曦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美

洲花园68栋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都

城雅颂居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裕兴

路4号厂区办公宿舍楼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南溪街道江

景郦城小区1栋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惠科

路1号厂区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街道

A4区27号楼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大 东 区 珠 林 路

50-15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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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首府新时代学习讲堂——院士专家内蒙古行
呼和浩特专场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团市委坚持把为民办实事
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紧紧围
绕向社会公开的为民办实事“六个一”
任务清单，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切实解
决青少年关心关切的问题。

讲好一个故事。举办了呼和浩特
青年讲师团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
暨“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呼和浩特青年
讲师团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共计 200
余名团员青年参加，引导学员们在学悟
光辉党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智慧和力
量。开展“寻访青年榜样 献礼建党百
年”青春故事分享会，呼和浩特青年讲
师团成员代表深入车间一线进行宣
讲。开展全市“红领巾心向党 共筑安
全中国梦”主题演讲比赛，21名小学生
被聘为市级“红领巾小小宣讲团”小宣

讲员。组建市级“红领巾巡讲团”。
建强一批基地。团市委按照爱国

主义、文化艺术、自然科学、安全文明、
综合素质拓展等五类实践教育基地，布
局和绘制“首府少先队社会实践五彩地
图”，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教育

“打卡”活动。截至目前，已在呼和浩特
市口腔医院、内蒙古博物院、多松年烈
士纪念馆、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等地建
立“呼和浩特市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
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关爱一个群体。围绕关爱农村儿
童，开展“宝贝出村·童心向党”——助
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来自全市各旗县

的 50多名少年儿童，通过参观老牛儿
童探索博物馆、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昭
君博物院以及在儿童西餐厅的动手实
践活动，帮助孩子们开拓视野、增长见
识、陶冶情操。围绕关爱特殊儿童，组
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呼和浩特市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粽情端午 心手相
连”主题党日活动，切实增强孩子们的
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搭建一个平台。为助力应届毕业生
实现高质量就业，举办了“‘共建首府 青
春逐梦 团聚英才’共青团呼和浩特市委
员会校园招聘会”，服务青年就业需求。
市县两级团组织共举办4场交友联谊活

动，引导全市青年树立正确的择偶观、恋
爱观。

用活一部热线。持续开展 2021年
“轻松备考·12355 与你同行”阳光行
动，首府 12355阳光心理辅导团先后走
进 9个旗县区，开展了团体辅导 12场，
多方面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辅导及
咨询服务。

做 优 一 种 服 务 。 今 年 3 月 至 6
月，团市委持续、广泛开展了“我是共
青团员，我帮你”青年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共计 83场次。重点参与环境整
治、垃圾分类等，助力首府创城，参与
开展人数 1660人，首府青年志愿者深
入社区、学校等地，用贴近生活的例
子、生动形象的语言，引导社会大众
和各级团员青年，共同为首府创城工
作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自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对 2021年重点
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
目（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方向）进行公
示，我市 4 家企业（内蒙古航天红岗
机械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众环工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制定的盘式刀库可靠性试验规
范等 12项标准通过第三方机构评审
和 部 门 审 核 ，获 得 标 准 类 专 项 资
金。目前，公示已完成，专项资金将
逐级拨付至企业。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7月30日，
记者从党建引领首府现代物流产业
集群发展共同体暨呼和浩特市物流
行业党委成立大会上获悉，市商务局
党组指导市物流行业党委在前期深
入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便利店贴
近居民区、贴近快递员工作区域的优
势，首批计划在一团火、利客、安达等
品牌连锁便利店建立 30 个“红蜂驿
站”。

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特
别是网络零售市场的快速扩张，我
市物流行业从业人员呈直线上升，
路上疾驰的“卡车大叔”、走街串巷
的“快递小哥”已经成为广大劳动者

的辛勤写照。为了把关心关爱传递
给每一位“快递（外卖）小哥”，激励
大家发扬“小蜜蜂”精神，我市特建
立“红蜂驿站”。

“红蜂驿站”针对快递员、外卖骑
手等服务群体的切实需求，提供充
电、加水、休憩、党建知识学习交流等
专业化、精细化、小巧化的服务，实现
快递员等群体“渴了能喝水、热了能
乘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
能急救”。目前，一期已建成 7家，其
中，一类店 3 家、二类店 4 家。下一
步，市物流行业党委将“红蜂驿站”建
设作为为民办实事重要工作，用心用
情用力抓细抓实。

团市委：扎实做好六件实事积极回应青年关切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
高位，南京禄口机场、湖南张家界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
并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当前正值暑期和旅游出
行的高峰期，人员流动频繁，为进一步
保障您的身体健康，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向您温馨建议：

1.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坚持非必
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差、旅行，尤其
是不要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
土疫情发生的城市。如确需前往，要
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形势及防控措施
要求，做好行程规划，准备充足的口
罩、免洗手消毒品等防护用品，务必做
好个人防护。

2.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请广大市
民持续关注国内疫情发展变化、中高
风险地区调整情况及相关阳性感染者
行动轨迹。近 14天有过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人员或与确诊病例行程在时
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重合的人员，务
必要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疾
控中心报备，配合辖区相关部门尽快
落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隔离管控、健
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拒不报备或
不配合、妨碍疫情防控的，将依法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3.加强健康监测。时刻关注个人
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咽痛、乏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症状，避免前往不设发热门诊
的医疗机构或非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要规范佩戴口罩并及时前往就近的发
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和排查，
并如实告知个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
触史，就医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4.积极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
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尚未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的人员请积极预约接
种；已经接种但尚未按照说明完成接
种程序的人员，在达到间隔时间后，要
尽早完成后续接种工作。

5.保持文明生活习惯。要坚持科
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扎堆、
不聚集、分餐制、用公筷，保持 1米以
上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尽量不
去或少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
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酒店、影剧院、公交车、地
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要坚持佩
戴口罩，配合落实验码测温等措施。

6.坚持非必须不聚集。每个人都
是健康第一责任人，要尽量避免前往人
员密集或密闭场所，减少不必要的聚餐
活动，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餐等控制在
10人以下。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要带头
不参加宴请、聚会等聚集活动，带头做
好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引导工作。

7.保持健康积极心态。从官方权
威发布、主流新闻媒体等正规渠道了
解疫情信息和防控知识，不信谣、不传
谣、不造谣，避免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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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我市首批计划建立30个“红蜂驿站”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7月31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
市科协承办的“首府新时代学习讲
堂——院士专家内蒙古行呼和浩特
专场报告会”在我市举行。

报告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
协主席朱有勇作了专题报告，自治
区科协主席赵吉、副主席苏雅来参
加报告会。

朱有勇院士以《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为主题，结合亲身经历，用质
朴平实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讲
述了他和团队如何结合当地情况，依
靠科技创新精准发力，一步步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故事。朱有勇院士的

报告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让与会人
员深刻感受到他为扶贫事业发展的
工作热情和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乐
观向上、坚毅执着的可贵品格。

报告会要求，首府广大党员干
部、科技工作者要以朱有勇院士为榜
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他科技扶
贫的先进事迹和忠诚担当的崇高精
神，立足岗位实际，积极作为，为首府
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科协相关部室，市委宣传
部、市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各旗县区党委宣传部从事相
关工作的同志；市科协、市四区科协
的有关同志听取报告。

市自然资源局安排部署
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市自
然资源局组织各旗县区自然资源（分）
局、相关科室及直属事业单位召开紧急
视频调度会议，安排部署汛期地质灾害
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

每年7至8月是我市主汛期，市自
然资源局要求相关单位严格落实自治
区地质灾害防治及安全生产工作紧急
视频调度会议精神，扎实做好汛期地
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一要做
到认识到位。各单位要提高认识，高
度重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当作
重要政治任务狠抓落实，严格落实24
小时值班制度，将疫情防控值班制度、
汛期防灾值班制度结合起来落实到
位；严格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各旗
县区自然资源（分）局如遇紧急突发事
件，要第一时间报告市自然资源局和
当地政府，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二要

做到排查到位。各旗县区自然资源
（分）局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
作，邀请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进行技术
指导，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
网式排查，对重点区域经常性排查，对
一般区域定期开展排查。同时，市自
然资源局将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各旗
县区排查工作全覆盖、无死角。三要
做到群测群防到位。各旗县区自然资
源（分）局要加强与气象、水务、应急等
部门联动，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预警预
报信息；指定专人负责地质灾害信息报
送工作，主汛期期间实行日报告制度，
各旗县区每日将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情况、预警预报信息等上报市自然资源
局；将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发送到
位，确保每一名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
明白避灾路线、避险措施、注意事项等，
畅通群众的信息反馈渠道。

我市4家企业12个标准
获自治区2021年标准类专项资金

推进文旅融合 让诗与远方“牵手”
（上接第1版）以旅兴文，我市加

大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步伐。目前，全
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近30个，通过对
这些文化旅游重点项目的建设，进一
步丰富了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提升
了景区品质和吸引力。

以文促旅，我市旅游项目文化内涵
得到极大提升。通过对演艺资源进行整
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旅游演出市
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技、创新演出形
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
特色，打造优秀文化旅游演出节目。

目前，我市民族文化、草原文化、历
史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现代工农业文化
等与旅游产业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我市
充分发挥首府在全区文化产品创意和设
计的人才优势，并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
升旅游纪念品的品质，丰富产品形态，增
加旅游纪念品的附加值，开发了融合地
区文化特色、形式多样、总类丰富的旅游
纪念品和文化产品，使这类产品都能成
为呼和浩特的文化新名片。

我市文旅部门采取精细化管理措
施，加强景区管理，下足“绣花”功夫，
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在完善基础
服务设施方面，加快推进道路、场馆等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标识标牌、停车场、
厕所、垃圾站点等配套设施建设。今

年新建了两处“昭君博物院”道路标
牌，更新了敕勒川草原两条主干道（呼
和塔拉大街、机场高速）沿线 12处旅
游道路标牌，新城区在 5处原有交通
标牌处增加“敕勒川草原”交通标识。

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方面，托县河
口管理委员会郝家窑村、和林县新店子
镇胶泥湾行政村、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
湾村、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新城
区水磨民俗文化村5个村被评为2020年
度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积极打造“国际草原文化创意设
计之都”。借助“2020内蒙古自治区
民族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展示活
动”的开展，5天内，各企业现场销售
总额约为 95342万元，签定各类合作
意向47项。

目前，我市正开发建设一批品牌
文化旅游景区、民族特色文化旅游区、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历史文化特色街
区等重点文化旅游融合项目。积极推
动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文
化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大召历
史文化旅游区、昭君博物院等现有文
旅项目，培育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
美好生活综合体、呼和浩特市文化客
厅等新型文旅项目，催生文旅新业态，
打造文旅融合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