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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供电局着力为老旧小区解决电力安全隐患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暑期旅游“文明”成最美风景
本报讯 随着文明旅游意识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享受美好风景的
同时，也让文明行为成为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
暑假期间，青城公园荷花盛开，引

来众多市民和游客观赏留影。游人有
序游玩，不挤不乱，“礼让”拍照位和互助
留影的场景处处可见。“游客文明素质明
显提高了，践踏草坪、偷折鲜花的情况明
显减少。”青城公园管理人员这样说。在
成吉思汗公园，赏景、健身、拍照的市民
游客络绎不绝，倡导垃圾分类和防疫注
意事项的提示语放置明显位置，分类垃

圾箱随处可见。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享受自然的赠

予，就更不应该给自然增加负担。”带着孩
子登山游玩的李女士说。暑假期间，大青
山健身步道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休闲健身
的爱好者，不少的登山者和骑行客都随身
携带垃圾袋，不仅不留垃圾在山里，还随
手捡起步道旁和树丛中的垃圾。

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昭君博物院

和蒙古风情园等景区，工作人员认真负
责落实防疫要求，佩戴口罩的游客在

“一米线”外整齐的排队，等待扫码测
温，有序且不失热闹。大青山野生动物
园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景区严格落实实名预约，继续实行“扫
码+测温+戴口罩”防控措施，景区内严
禁搭设帐篷、聚餐等，并将客流量控制
在景区核定承载量以内。除此之外，考

虑到暑假期间游客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各景区倡议游客合理安排出游时间，提
前做好路线规划，倡导游客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错时错峰进入景区。

在我市绿地饕界、809美食街等餐
饮聚集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绿色
环保、光盘行动”“使用公筷、健康你
我他”等宣传提示语随处可见，服务
员主动倡导顾客合理点餐，有些餐饮
企业推出了对光盘“彻底”的客户进
行奖励的举措，获得了不少市民游客
点赞。

（孙岳龙）

市交管支队深入开展文明交通整治提升行动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日，市市

场监管局组织召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工作部署会，对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问题，市
市场监管局要求各单位要落实落细市
场监管领域的责任、措施，加强执法检
查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是要严格登记审批。协调指导注册

登记机关按照相关文件停止核发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并做好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工作。二是要
加强证照核查。重点整治无证无照
（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证照不全、
超范围经营及不符合“一点一证”等违
法违规行为。三是要严格价格监管。
重点整治不公示收费标准、价格欺诈、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坚决打击

虚构培训原价、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
欺诈行为及其他各类价格违法违规行
为。四是要治理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
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
训效果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行为和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
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的行为。五是要
规范合同行为。落实校外培训机构统
一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规范教育校外培训机构
签约履约行为。六是要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公布整治工作举报电话和信箱，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七是要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加大各项整治
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积极通过媒体，
及时宣传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形成有
利于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的社
会舆论氛围。

本报讯（记者 苗欣 通讯员 王永
明）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文明交通整治
提升行动，努力营造安全、文明、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市交管支队持
续发力、科学部署警力，在全市范围内
掀起新一轮交通秩序整治行动，日见
成效。

持续开展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8月7日深夜，按照市交管支
队统一安排，土左旗交管大队组织警
力在辖区内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

行动。行动中，各中队采取定点查缉
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车辆
逐一检查，形成震慑。为保证执法效
果，体现公平正义，民警利用执法记录
仪认真取证，确保程序合法。

联合城管部门清理占道经营。8
月7日，玉泉区交管大队联合城管部门
对占道经营进行专项整治。在整治过
程中，联合工作组严格规范执勤执法
行为，向摊主指出违法占道经营存在
的隐患，教育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增强文明意识，自觉接受管理和处罚，
全面提高摊贩文明守法意识，从源头
上有效预防非法占道经营行为的发
生。对不服从劝阻和管理的摊主，工
作组采集证据后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对拒不执行者强行清理并依法作
出相应处罚。行动当日，共清理占道
经营违法行为12起，有效净化了辖区
道路交通环境。

集中整治机动车乱停乱放。为确
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提高辖区

道路通行率。8月9日，赛罕区交管大
队组织警力对集贸市场周边违法占道
经营、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行动中，交警一方面对乱
停放的车辆驾驶人，占道经营、摆摊设
点的商贩进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大
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并对违法停放车辆、无牌无证等违
法行为依法给予处罚。行动当日，共
批评教育 25起，张贴违法告知单 360
份。

近日，赛罕区交管大队在治
理整顿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的同
时，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停车
位、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了新一
轮完善和整改，旨在消除事故隐
患，缓解交通压力。此外，继续加
大对公共停车位的施划工作，在
辖区内大力合理施划停车位，为
市民出行、安全停车提供保障。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交通
安全设施。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市城
管综合执法局组成检查组，对我市试
点片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并现场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和要求。

检查组首先来到如意开发区伊
泰华府、新城区团结小区北区，对垃
圾分类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小区内垃
圾分类撤桶并点、督导员配备、工作
台账记录、智能箱房建设、兑换柜使
用情况等工作进展情况；认真听取了
相关负责人关于辖区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情况介绍。随后，检查组深入庆
凯路金色港湾小区、海西路昌盛小
区、盛泰雅园小区、滨河北路富邦小
区等居民小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调研。接着，深入
新城区中山东路社区水利厅小区、长
海社区长城小区、兴安北路社区公园

一号小区，详细听取了街道办事处、
社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关于辖区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情况介绍；对社区
党建引领垃圾分类工作、网格化管
理、小区内垃圾分类撤桶并点、督导
员配备等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检查
指导。

检查组要求，要加快垃圾分类厢
房施工进度，明确任务责任，划分工
作流程；努力打造亮点工程，总结经
验，推广先进，以点带面，引领全市垃
圾分类正规化、程序化；有关部门要
密切配合，衔接到位，做好示范片区
各项保障工作，利用现有资源，积极
协调各有关单位切实解决示范点的
困难和问题；要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垃圾分管员培训等工作，将我市垃圾
分类工作向纵深推进。

本报讯 近日，赛罕区城管执法局
三中队执法队员在桥靠西街巡查时，
发现一家商户的店员将洗拖布的污
水倾倒在马路上，根据相关规定，执
法队员对乱倒污水的行为予以处罚，
责令其立即清理，并处以 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罚款。

据悉，近期，赛罕区城管局执法
三中队开展乱倒污水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辖区金宇文苑街、桥靠西街、桃
李巷等临街饭店商铺较多路段，重点
整治乱倒餐厨垃圾和污水等现象。
执法队员不断加大监督和巡查力度，
劝导商户杜绝乱倒污水的不文明行
为，进一步明确商户“门前三包”责
任，对不听劝阻、仍乱倒污水的商户
进行调查取证并处罚。

（孙岳龙）

市城管局督导检查试点片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王
瑜 曹皓琛 张鹏）为了解决老旧小区
改造过程中的电力安全隐患问题，切
实提升居民用电安全保障，呼和浩特
供电局多措并举，把群众是否满意作
为检验工作的最高标准，全力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用电需求。

8 月 7 日 7 时许，在公主花园老
旧小区改造现场，新城区供电分局的
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电力架空线路入
地改造准备工作。该小区一直存在
电杆林立、三线搭挂、电力线路杂乱
等问题，给居民出行和生活、车辆停
放带来了极大不便，电杆上的私搭通
信线缆可能会引起居民触电甚至是

火灾。到19时许，工作人员经过一天
的奋战将小区内 3 根混凝土电杆拆
除，实现了原有的架空线路缆化入
地，在规定的停电时间内顺利完成改
造工作。

据了解，此次开展全市老旧小区
改造的 333个小区中有 137个涉及到
电力改造，呼和浩特供电局在改造过
程中，严格执行验收标准，实施改造
过程标准化，作业现场规范化，设备
运维精细化，推行经典示范引导，做
到项目统筹、管理统筹、实施统筹，不
断优化供电方案，减少重复施工和建
设浪费，将整治工程对居民的影响降
到最低。

为加强和林县黑老夭乡水环境治理，建立建全河道管理保护体制，今年以
来，黑老夭乡将“河长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成立黑老夭乡“河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全乡三条河流设立乡级河长，将河流分段设立村级河长，所有河流
都配备了巡河员。自全市开展河湖治理“百日攻坚行动”以来，该乡两级河长
积极投入巡河工作，对全乡3条河道5个村段进行全覆盖排查，截至目前，共动
用车辆20台次，清理垃圾70余吨。图为，乡政府正组织人员拆除什拉乌素前河
遗留的采砂设备。

■本报记者 宋向华 摄

赛罕区城管执法局专项整治乱倒污水行为

本报讯 为加强市区市容环境卫生综合管
理，提升治理成效，“城管+环卫”的新模式近日
正式启动。通过城管执法人员与环卫工人联
动，重点解决主城区内影响城市形象的难点问
题，形成边查处、边清理的快速处理模式。

“发现乱停乱放的车辆会摆放整齐，发现
乱倒污水的通知有执法权的城管队员现场处
理。”玉泉区南柴火市南巷的环卫工人这样
说。南柴火市南巷居民区、商铺集中，周边还
有学校，平日里车辆行人比较多，玉泉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和辖区环卫部门的联合行动
提高了环境卫生的整治效率。

据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宣传科科长张晨
光介绍，在新的“联动”模式中，城管和环卫一
岗双责，联合管理。环卫部门发挥环卫工人
多、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如，环卫工人对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问题进行管理，积极引导车主按

照规定停放，对道路两侧乱停乱放、随意占用
人行道的行为进行规范。城管部门则针对“门
前三包”进行整治，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环
卫部门配合的执法方式，引导商户自觉履行

“门前三包”义务，全面整顿店外出摊、杂物乱
堆乱放、张贴小广告等问题。

“我们将在全市范围推广城管与环卫部
门工作人员之间的配合联动。例如环卫工
人发现商户有乱倒污水的情况后，因为没有
执法权，就会立即通知辖区的城管执法人员
到现场治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城管
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如果发现有施工工
地因施工不规范导致道路污染，也会及时管
理。两部门加强配合，给环卫工人减小劳动
强度的同时，也打造了美好的城市环境。”张
晨光说。

（孙岳龙）

“城管+环卫”联动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