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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急寻与密切接触者活动轨迹重合人员的公告
（2021年第36号）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在前期加强
药品安全和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
法人员深入首府各大药店开展现场检
查（见图），进一步加强对药店的疫情

防控监管。
8月6日，市市场监管局和赛罕区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腾飞路金隅时
代城附近一家药店，详细检查了该药店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情况。执法人员仔

细查看了该药店的消杀记录、员工晨检
记录、购买四类药的顾客是否做到了实
名登记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四类药
指的是消炎药、感冒药、止咳药、退烧药，
购买这四类药的顾客必须进行实名登
记，填写姓名、性别、年龄、测温情况、成
人还是儿童、购买药品的用途、联系方式
等。在查看店内的消毒记录本时，执法
人员表示，我市所有药品经营门店都应
按规定进行消杀，每天不得低于三次，员
工到店以后必须测温，佩戴口罩。

赛罕区市场监管局敕勒川市场监
管所副所长赵慧友介绍，在日常检查过
程中，这些记录表的信息都是必须要查
看的，也是每次检查的重点内容。此
外，执法人员还要检查进店顾客是否测
温、是否扫码（青城医疗码）。

在跟随执法人员检查中，记者注意
到，多家药店在门口张贴了“购买感冒、
退烧、止咳、消炎药品请配合登记”“为
了您和他人安全，请您在购药时佩戴口
罩”“请您在购药前先扫码填写信息”等
温馨提示。在药店入口处，均在显眼处
放置了扫码墩及测温仪器。进入药店
时，店员会第一时间提醒顾客测温、扫
码填写信息。对于没有佩戴口罩的顾
客，药店工作人员会及时提醒顾客佩戴

口罩进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日，市市场

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分 3 组深入我市
不同区域，对各辖区零售药店疫情防控
情况开展检查，检查结果将通报各属地
局，属地局需将存在疫情防控隐患药店
的整改情况于市局通报后 5 个工作日
内反馈。此外，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市市场监管局于日前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药店疫情防控监管的通知，要
求零售药店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通
知明确指出，零售药店必须要求进店人
员戴口罩，进行体温测量；对进店人员
要求在扫码墩上扫二维码；对购买四类
药品人员要再次扫扫码墩登记上报，充
分发挥药店在疫情防控中监测预警的

“哨卡”作用。零售药店必须执行营业
场所消杀制度并记录；药店零售人员要
进行晨检并记录。同时，要求属地市场
监管局落实好监管责任，明确指出各属
地局要督促辖区零售药店切实使用扫
码墩。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按照相关
要求，对拒不使用扫码墩的零售药店要
求停业整顿。

下一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强化药店疫情防
控监管，确保相关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我市进一步强化药店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日前从
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为全面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保障乘客的身体健
康，即日起，根据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的要求，乘客须出示健康码后方可
乘车。

据介绍，乘坐公交车时除必须全程
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外，还须主动

出示本人健康码，配合驾驶员、安保员
做好查验工作。为提高通行效率、节约
时间，提醒乘客可在候车时提前调出健
康码配合查验，乘车时主动向驾驶员、
安保员出示本人有效健康码绿码后再
乘车。如发现健康码为红、黄码的乘
客，将谢绝乘车。

另外，老年人、儿童等使用智能手

机不便的群体，建议采取以下办法：
请同行家人按规定代为线上申报和
生成健康码，由同行家人代为出示。
建 议 提 前 生 成 健 康 码 截 图 留 存 出
示。建议彩色打印成纸质件出示。
截图或彩色打印的健康码须显示为
绿码，且打印时间在有效期内（打印
页面有明确标注，有效期为乘车前三

日内）。乘客必须遵守疫情防控期间
的其他乘车规定（如投币乘客登记信
息等）。疫情防控以及车厢安全需要
每一位乘客的配合，如有发烧、发热、
结膜炎等疑似感染症状或去过中高
风险地区的乘客，还须自觉同疾控部
门联系，不要使用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

乘坐公交车须出示健康码

本报讯（记者 苗欣）8 月 7 日，呼
和浩特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第一次会
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赵希民出席会议并致辞。

大会完成各项预定程序，选举
出呼和浩特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第一
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并由理事
会、监事会选举呼和浩特市破产管
理人协会第一届会长、监事长、副会

长、秘书长。
据了解，该协会成员单位现有47

家，在册会员单位有爱德律师事务
所、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呼和浩特
分所、慧聪律师事务所等25家，非在
册会员单位有内蒙古远舰律师事务
所、中鼎元品拍辅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伊坤律师事务所等22家。

会议以现场与钉钉线上直播形
式同步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呼和
浩特市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正
式通水试运行，比计划竣工日期提前三
个月完成建设任务。

该工程为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整
改和我市污染防治攻坚重点任务，建设
意义重大，且建设任务艰巨，时间要求
紧。自开工建设以来，调集全市优质施
工资源，成立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项
目攻坚专班，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了工程建设

施工组织，明确了时间表和任务书，建
立了每日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工程推进
机制，全面加快了各项工程建设进度，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24小时不间
断施工，提前完成任务。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建设
规模为日处理污水12万吨，出水水质
优于一级A标准，工程概算投资5.82亿
元。该工程调试合格实现达标排放后，
将有效解决我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
问题。

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各分园还有空余学位

呼和浩特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通水试运行

2021年8月6日晚，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
切 接 触 者 黄 某 仁 ，于 8 月 4 日 乘
G52754 次航班离开海拉尔飞往呼和浩
特，15∶24抵达白塔机场，乘坐私家车16
时入住新城区华辰酒店。8月5日10时

乘坐私家车前往白塔机场，11∶55分与
司机许某山二人共同乘坐航班G54949
飞往阿拉善盟，14∶00到达阿拉善盟维
也纳酒店。目前，黄某仁与其司机许某
山二人均已进行集中隔离并做核酸检
测（8月5日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请上述时间段在黄某仁活动范围
内的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村（社
区）进行报备，配合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上述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
请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主动

如实告知个人活动史等，就诊过程中
应全程佩戴口罩，就医途中尽量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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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近期，各地发布了寻找密切接触
者活动轨迹重合人员的公告，其中有
部分人员行程涉及呼和浩特市，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控制和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根据集宁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公告，有 3名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转我市返回
当地，分别为：

1、石某，女，南昌理工学院学生，
身份证号码：150926200201******。

7月 26日 18∶57乘坐D6964次列
车，20∶52到达呼和浩特站（座位号：3
车厢 19D），21∶00在呼和浩特站附近
面食馆就餐，22∶20分乘坐K264次列
车于 7月 27日 0∶03分到达集宁南站
（座位号：17车厢28号）

2、张某然，女，奥威商场售货员，
身份证号：150921199104******。

7 月 25 日 19∶45 乘坐 K656 次列
车（5 号车厢 61 号中途转 10 车厢 01
号中铺）。7 月 26 日 10∶02 分到达呼
和浩特站，出站后到火车站对面麦

当劳就餐，10∶32 分结账离开，11∶51
分在呼和浩特站乘坐K620次列车于
13∶37 分 到 达 集 宁 南 站（2 车 厢 35
号）。

3、岳某，女，内蒙古医科大学学
生，身份证号：152630199911******。

7 月 25 日 19∶24 分乘坐 K692 次
列车（8 车厢 13 号座）前往呼和浩特
站。7 月 26 日 9∶13 分到达呼和浩特
站，出站后 10∶30 分左右步行前往
海亮广场附近饭店就餐，11∶40 分
左右乘坐出租车返回呼和浩特站
候车室休息，12∶19 分乘坐 Z352 次
列车（3 车厢 2 号）于 13∶45分到达集
宁南站。

二、根据丰镇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十一号公告，1例重庆江津
区确诊病例的同时空风险人员中转我
市返回丰镇，具体行程如下：

吕 某 平 ，男 ，身 份 证 号
15262819540329****。

7月 24日 18∶06乘坐K1764次（4
车），25日 06∶52到达呼和浩特站后，

乘坐K2路公交车回到风华家园小区。
7 月 29 日 10∶00 左右，吕某平和

妻子张某平及其两个孙子、外孙女包
车从呼和浩特回到丰镇（车牌号：晋
BZK082）。

三、根据凉城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第 30号），有 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曾中转我市返回凉城，具
体情况如下：

李 某 ，男 ，身 份 证 号 ：
150925199904******。

7月 27日上午 6点 52分乘K1674
列车到达呼市，在火车站附近吃早点
后，骑单车于 8点 40分去数码大厦华
为手机授权店，9点 10分骑单车去地
下摩尔城，9点 40分骑单车去火车西
站，12点 10分乘K7920（呼市-化德）
列车在集宁下车。

四、根据化德县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第十四号公告，曾有 1名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中转我市
返回化德，具体情况如下：

吕 某 ，女 ，身 份 证 号 ：

152625199910******。
7月 26日 21∶41乘坐K1674次列

车，27日 6∶52到达呼和浩特后在火
车站附近喝粥（店名不详）；8∶27分骑
青桔单车去摩尔城地下广场小吃街，
11∶07骑共享单车返回呼和浩特站；
12∶18乘坐K7920次列车（12车厢 110
号）返回化德县。

目前，各地上述人员均已进行隔
离观察并做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请上述时间段在上述活动范围内
的在呼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村
（社区）进行报备，积极主动配合落实
相关管控措施。

上述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
请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主动
如实告知个人活动史等，就诊过程中
应全程佩戴口罩，就医途中尽量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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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工
作，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广大市民近期非必要不出
境、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涉疫
城市。全市各类酒店、旅行社暂不接
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涉疫城市
来呼旅行团、考察团；各类旅行社、单
位暂不安排旅行团、考察团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涉疫城市。

二、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
险地区的来呼返呼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实行 5 次核酸检测。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
地区来呼返呼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
居家隔离，实行 5 次核酸检测，不符
合居家隔离条件的仍需集中隔离。

三、第一入境点为我市的境外来
呼人员，严格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 5
次核酸检测和 14 天居家隔离 2 次核
酸检测；第一入境点不是我市的境

外来呼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居家隔
离 2次核酸检测，不符合居家隔离条
件的仍需集中隔离。

四、涉疫地区（旗县区、县级市）
来呼人员，需持 48 小时内有效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并主动向目的地所
在社区、网格员、所住酒店出示。没
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来呼后 24 小时
内必须取得核酸检测结果报告。

五 、各 级 党 政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原
则上不举办大规模聚集性会议、培
训、展会、赛事、节庆等线下活动，确
需举办的，不得超过 100 人，并要向
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在指挥
部指导下严格落实有关疫情防控措
施。

六、全市各类宴会场所要严格落
实佩戴口罩、测温、健康码和行程码核
验等疫情防控措施，凡14天内有呼市

以外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城市来呼人员、境外来呼人员、
涉疫城市来呼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宴
会活动。举办 100人以上的宴会活动
要提前向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市场
监管部门报备。宴会承办方、活动主
办方共同承担疫情防控责任，共同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

七、未设有发热门诊的各级医疗
机构不得接诊发热病人，如遇发热病
人前来就诊，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上报、处置。零售药店要严格执行
佩戴口罩、扫码、测温、实名制购买四
类药品（退热、止咳、抗病毒、抗菌素）
等防控措施。

八、商场超市、餐饮住宿、农贸（集
贸）市场、文化娱乐等重点场所及机
场、火车站、地铁、汽车站等公共场所，
要严格落实通风、消毒、卫生清洁、入
场体温检测、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等

防控措施。
九、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监

所实行封闭管理。
十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教 职 员 工 、

12-17岁在校学生符合疫苗接种条件
尚未完成接种的，要尽快主动完成疫
苗接种，赴外地的师生应在 8月 13日
前返呼。

十一、广大群众要坚持“戴口罩
（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
共场所活动时）、勤洗手、勤消毒、常通
风、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分餐制”
等良好卫生习惯。如出现发热、干咳、
腹泻、乏力等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
时到就近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
行排查和诊疗，就医过程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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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呼和浩特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告
（2021年第34号）

关于急寻与密切接触者活动轨迹重合人员的公告
（2021年第35号）

本报讯（记者 苗青）想要今年
9 月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注意了，
目前，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各分园有空余学位，不限户籍，凡
满 3 周岁的儿童均可报名，保教费
按照市一类甲级幼儿园收费标准，
每月 370 元，有上园需求的家长尽
快报名。

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是玉泉区教
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于 2018 年 3
月投入使用。2020 年，玉泉区实验
幼儿园教育集团成立，旨在优化学
前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前教育内
涵建设，推进玉泉区学前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
育集团内有 7 所公办幼儿园，主要
覆盖了玉泉区西南片区。

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
二幼儿园，位于云中路祥和苑公租
房小区内，占地面积 2200㎡，户外活

动场地 2500㎡，开设 9 个教学班，可
容纳 270 名幼儿。玉泉区实验幼儿
园教育集团第三幼儿园位于玉泉区
楠湖郦舍小区内，占地面积 5000㎡，
建筑面积 3100㎡，开设 12 个教学
班，可容纳 360名幼儿。玉泉区实验
幼儿园教育集团第四幼儿园位于玉
泉区水语青城小区南门，占地面积
2980㎡，建筑面积 2860㎡，开设 15
个教学班，可容纳 450名幼儿。玉泉
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五幼儿园
位于云中路云中逸品小区，占地面
积 1200㎡，建筑面积 2200㎡，可容纳
360 名幼儿。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
育集团第六幼儿园位于玉泉区现代
华城小区内，占地面积 2100㎡，开设
12 个教学班，可容纳 360 名幼儿。
玉泉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七幼
儿园位于昭君路贾家营小区内，占
地面积 2300㎡，建筑面积 5500㎡。

促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落实落地
（上接第1版）九是严格校外培训

机构收费监管，坚决查处各类价格欺
诈、违法违规收费行为。重点整治培
训机构不公示收费标准、无证收费、
巧立名目、擅立标准、不出具发票等
行为，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
等问题的发生。

为畅通举报渠道，市教育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专
项整治监督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及市
教育监督网址等向社会公开，请社会

各界、广大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监督，
共同营造我市良好的教育生态。

监督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呼和
浩 特 市 教 育 局 ：（ 0471）4606415、
4607673、4606936、18547189783（微
信同号），电子邮箱：hszzjswgbkjb@
126.com，呼和浩特市教育监督平台：
www.hhhtjy.org.cn；呼和浩特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471—5181213；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471—
5699686、12315；呼和浩特市行政审
批和政务服务局：0471—5332221。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市
医疗保障局获悉，近日，市医疗保障
局下发《关于参保人员死亡后，继承
人一次性支取其医保个人账户的通
知》，请未办理死亡人员个人账户余
额一次性支取的相关继承人，尽快前
往市医疗保障服务大厅（市本级参保
人员）或旗县医保经办机构（旗县参
保人员）办理支取事宜。

据悉，办理时需携带以下材料：继
承人身份证复印件（继承人二代社保
卡为中国银行卡的，可提供二代社保
卡，无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继承人
中国银行借记卡复印件（继承人二代
社保卡为中国银行卡的，可提供二代
社保卡复印件）；死亡人员死亡证明材
料复印件（死亡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
或火化证明等）；继承人与死亡人员的

关系证明材料（继承人与死亡人员是
同一户口本的，提供户口本复印件，或
其他证明材料）。不能提供继承人与
死亡人员关系的，需提供承诺书。

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市本级，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 87号奈伦国际
B 座 3 楼 南 厅 综 合 窗 口 ，
0471-5181247；土默特左旗，土默特
左旗敕勒川大街社保局大楼一二层，
0471-8116601；托克托县，托克托县
托克托大街政务中心 1 楼东大厅，
0471-8513369；和林县，和林格尔县
城关镇呼清路西和林县政务服务中
心 2 楼西厅，0471-7181136；清水河
县，清水河县城关镇滨河南街医疗保
障局，0471-7916558；武川县，武川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武川县
医疗保障局，0471-8822455。

未办理死亡人员医保个人账户余额
一次性支取的相关继承人尽快办理支取事宜

全市师德师风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第1版）但是，从近期发生在我
市中小学校的师德失范事件看，我市
师德师风建设基础还较为薄弱，师德
师风建设成效还需巩固，作风建设要
不断走深走实。

曹思阳强调，必须从战略和全局
高度认识师德师风建设的极端重要
性，深刻认识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的实践要求、提升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度的迫切需要、展现新时代人民
教师新形象新作为的重要保证。因
此，要狠抓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养成
考核评价、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师
德师风专项整治。各地区、各相关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统筹安排、扎实推
进，建立健全完整的责任落实体系，
做到“有责必行、失责必问、追责必
严”，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各项任务落
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