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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犬吠扰民 民警耐心调解
本报讯（记者 刘军 通讯员 闫玲

娟）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赛罕
区公安分局金桥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
入辖区开展“入户走访百日行动”，成
功化解了多起矛盾纠纷。近日，金桥
派出所民警就成功劝解了一起久拖未
决、小区住户饲养宠物狗扰民的纠纷。

“警察同志，我年纪大了睡眠不
好，隔壁家的狗晚上一叫我整晚都睡
不好，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困扰我们老
两口好久了，这事你们能不能帮着处
理一下……”

民警在辖区开展走访入户时了解
到，邻居贾某饲养的金毛犬影响赵阿
姨的正常生活，狗叫声时常让老两口
夜不能寐，影响正常休息，已数次向小
区物业及社区居委会反映，但一直都
未得到满意解决。

民警在走访入户时了解到该情况
后，积极对狗叫扰民情况展开摸排走
访，并初步掌握基本情况，贾某的金毛
犬在一楼院中饲养，晚上听到动静后
会发出叫声。本着人性化执法的原
则，民警在对养犬主人开展说服工作
时，着重对其进行法治宣传，加强对狗

的管理做到文明养犬，同时从“远亲不
如近邻”、和谐邻里关系的角度出发，
进行说服劝导。

通过民警做思想工作，贾某答应
将宠物狗送回农村老人家中饲养。最
终，经过民警耐心细致调解，邻里之间
的和谐关系得到了恢复。

据了解，金桥派出所全力开展
“入户走访百日行动”，统筹兼顾、多
措并举，扎实推进“三查一控”专项工
作走深、走实、走细，定人、定岗、定职
责。针对辖区内实有人口、实有房
屋、实有单位等情况，全体民辅警利
用下班和节假日时间挨个进行入户
走访，核查实有人口、户籍人口信息，
现场第一时间将信息录入平台，确保
辖区人口管理工作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信息实、服务好”。“入户走访百
日行动”期间，社区民警认真排查邻
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对存在问题的
个人和家庭，及时劝导教育，及时调
处化解，正确引导群众通过合理合法
途径表达诉求解决问题，做到矛盾纠
纷及时发现快速化解，及时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

近日，玉泉区消防救援大队“北疆蓝

雁”女子消防宣传服务队深入辖区开展

“五进”消防宣传活动，提醒广大群众注意

防火安全，避免火灾的发生，形成“习惯安

全、人人消防”的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该服务队以案说法，向群

众普及电动车安全知识、燃气安全“九提

示”、灭火基本要领、日常火灾预防、正确

拨打“119”电话等内容，并发放宣传手册，

介绍各类火灾的危险性，就常见的火灾隐

患进行了重点讲解。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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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挥财政资金带动引领作用 促“科技兴蒙”落地见效

简 讯

为您服务

161.9mm强降雨量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宋向华

8 月 13 日 22∶34，哈 素 海 水 库
累 计 降 雨 量 50mm、水 位 990.23m，
23∶45，累 计 降 雨 量 95mm、水 位
990.26m；8 月 14 日 0∶30，累计降雨量
105mm、水位 990.27m，1∶26，累计降
雨量 120mm、水位 990.29m，2∶30，累
计降雨量 150mm、水位 990.32m，3∶30，
累 计 降 雨 量 160mm、 水 位
990.33m……强降雨，水库累计降雨
量达 161.9mm，这是哈素海水库自启
用以来高点位记录。看到数据，水库
所有人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期间
（凌晨 1 时多），土左旗有关领导赶赴
哈素海实地巡查。而后方，紧盯防汛
指挥大屏幕的市委市政府、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及市水务局相关人员一夜
未眠，实时监控，掌握最新动态。待

雨过天晴，朝阳初上，一切又正常运
转，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8 月 16 日，记者随市水务局运行
管理监督科科长郑一涛一行来到土
左旗哈素海水库，站在美岱沟土左旗
段进水闸前，土左旗哈素海灌溉服务
中心灌溉股股长段仲科向记者道出
刚刚过去的强降雨场景，讲述了哈素
海水库如何化解 161.9mm降雨量安全
隐患背后的故事。

哈素海水库灌区属内蒙古镫口
扬水灌区，位于土左旗西南部，是一
座中型平原水库，具有防洪、灌溉、生
态供水、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水库
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初期，目前总库
容 6060 万 m3，正常蓄水库容 4840 万
m3，最大蓄水面积 30km2，正常蓄水位

下平均水深 1.5m，堤防长度 24km，建
有进水闸 9 座、泄洪闸 1 座。水库水
源主要是黄河水，其次是承纳大青山
美岱沟至万家沟的部分山洪水，泄水
通过哈素海泄洪渠泄入黄河。水库
承担着全旗五个乡镇近 30 万亩耕地
的灌溉供水任务。每到汛期，水库及
早行动，严把安全关，护一方百姓安
全。

8 月 12 日上午，市气象局组织市
应急局、水务局、水文局、住建局等相
关部门对 8 月 13 日—14 日全市强降
雨过程进行会商，气象部门预测本次
降雨达到大到暴雨级别。接到指令，
市水务局立即与自治区水利厅水旱
灾害防御处进行会商部署，决定立即
启动水旱灾害应急预案Ⅳ级响应。

哈素海水库同其他水库一道，闻“汛”
而动，赶在雨前，跑在水前，再次进行
地毯式排查，筑牢安全防护网：预留
度汛库容，充分发挥水库调蓄功能，
保证水库安全度汛；加强巡查巡护和
值班值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畅通水库通讯设施设备，包
括应急通讯设备；实时了解水位，及
时清理进水闸、泄洪闸周围的杂草、
异物，确保泄洪畅通。8 月 13 日，雨
至，水库全员上岗，坚守每一处闸位，
这一守就是一天一夜。待东方破晓，
一切归于平静，才感觉到累。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7日夜间至
18日我市将再次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各水库管理部门已进入状态，又开始
备战。

世界超模大赛海选（内蒙古赛区）和星云秀场计划活动日前在我市举行。
内蒙古赛区共分5场进行，最终将有6名选手进入到中国赛区总决赛。图为模
特正在迷你秀场内走秀。 ■本报记者 刘清羽 摄

本报讯（记 者 祁 晓 燕）为 维 护
公平有序市场环境，守护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
护服务中心提醒广大儿童青少年及
家长们：近视防控抓早抓小是关键，
科学用眼加上科学治疗是“良药”，
勿轻信所谓的治疗近视广告。

做 好 眼 保 健 操 ，抓 好 近 视 防
控。儿童青少年做眼保健操进行视
力保健的同时，还应该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
眼，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增加阳光

下的户外活动，培养良好的读写姿
势，保证有充足的睡眠及均衡的饮
食等。

辨别真假近视，科学定配眼镜。
部分儿童青少年可能由于疲劳用眼
存在假性近视，初次配镜时多数需
要散瞳后验光以剔除假性近视。建
议消费者到正规医院眼科配镜，至
少到配备了中级验光员和中级定配
工的正规、品牌眼镜店选购眼镜进
行配镜，避免近视“弄假成真”。同
时，要警惕“快速”配制眼镜，正规验

光流程至少需耗时半小时左右，以
最大限度保证验光准确性。从试戴
插片眼镜到成镜，不能够只看清不
清晰，一定要多加感受是否“适合”，
是否出现头晕不适等症状，以便针
对问题现场及时调整。

倡 导 理 性 消 费 ，谨 慎 选 购 产
品。随着近视队伍的日益“壮大”，
市场上涌现出护眼贴、明目膏、护眼
仪、穴位按摩仪等“视力保护产品”，
以及声称可以治疗近视的五花八门
的产品。在这些产品广告宣传中大

量存在不科学的表述，不仅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甚至会让部分消
费 者 产 生“ 治 疗 近 视 很 容 易 ”的 误
解，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间。 2019
年，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6
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
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
的通知》指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
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请广大家长
陪同购买时，切勿被商家的夸大商
品价值、花样的营销手段以及产品
的多样功能等虚假宣传所误导。

我区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关于
对市场主体未年报行为初次违法不予
行政处罚的通告。

通告明确，为进一步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促进我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助企纾困解难，按照2022年3月1日起

施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针对疫情对我区市场主
体造成的影响，决定对市场主体未年报
行为实施服务型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

对 2021年度未年报的市场主体，
以前年度均按时完成年报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
政处罚清单（2022版）》相关规定，对初
次逾期未年报的市场主体予以告诫，指
导办理信用修复，不予行政处罚；对于
2021年度未年报的市场主体，以前年
度也未按时完成年报的，根据《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给予相应行
政处罚；对于 2021年度已经按时完成
年报的市场主体，以前年度有未按时完
成年报的，不予行政处罚；依据《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作出行政处
罚，应当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日前，海拉尔路街道以雨
为令、闻“汛”而动，组织街道应
急队开展了汛期防洪抗灾应急
演练。 （苗欣）

●近日，玉泉区卫健委联合
玉泉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了托
育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对辖区范围内市妇幼保健院儿
童早期发展基地、双养婴童成长
中心等 6家托育机构进行了消
防安全检查。 （阿柔娜）

●近日，玉泉区司法局长和
廊司法所走进菩提塔东社区开
展“知法守法，依法维权”法律知
识普及宣讲活动。（其布日哈斯）

市场主体未年报，会被处罚吗？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生 陈
梦圆）记者从自治区卫健委获悉，根
据国家和自治区工作部署，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快推
进 2022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确定，通过开展老年友善
医疗机构建设，推进医疗机构全面落
实老年人医疗服务优待政策，保障老
年人合法权益，完善医疗机构各项制
度措施，优化老年人就医流程，提供
老年友善服务，解决老年人在就医服
务中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困难，弘扬
中华民族尊老助老传统美德，推动老
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到2022年底，全
区 80%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蒙医）
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
机构建设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通知》明确建设内容包括：老年
友善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经常开展老年健康宣教，加强老
年志愿服务，对老年人态度、行为和
用语等作出规范性要求，从医疗机构
文化建设中体现尊老、敬老、助老措
施，营造老年友善文化氛围。老年友
善管理，建立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运行
机制、老年患者双向转诊机制，优化
具有老年医学服务特点的技术规范，
健全老年医学教育培训长效机制，提

升老年友善管理质量。老年友善服
务，落实老年人就医优待政策，完善
多种预约挂号方式；做优基本医疗服
务，鼓励医疗机构设立志愿者服务
岗，明确导诊、陪诊服务人员，提供轮
椅、平车等设施设备；创新特色诊疗
服务，通过探索实施“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强化老年友善服务效
果。老年友善环境，医疗机构内的各
种标识要醒目、简明、易懂、大小适
当；严格执行无障碍设计规范，落细
落实医疗机构环境、建筑、交通等方
面的无障碍举措，各类公共区域进行
的适老化改造符合国家标准，不断促
进老年友善环境改善。

《通知》明确建设和评价标准，根
据《内蒙古自治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评价标准（试行）》，按照4个方面进行
评审，其中老年友善服务评价内容，
分为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康复医
院；中医（蒙医）医院；一级医院、护理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申报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医院、中医（蒙
医）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等评价总
得分≥80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75
分，可评定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同时，《通知》对我区加快推进
2022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作
提出明确工作要求。

我区加快推进2022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李尚）为积极落实自治区“科技兴蒙”
行动，首府财政主动靠前，发挥财政
资金带动引领作用，将建立政府研发
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列为 2022 年重点
工作，要求旗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立 500 万元以上财政科技专项资
金，不断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及方向，
对现有部门和单位资金中用于研发
经费投入的部分资金进行统筹，逐步
提高用于研发活动的比重，支持企业
的各类奖补资金原则上全部用于研
发活动。

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
活力与动力，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经
费投入，推进全市科技创新“提档升
级”，首府财政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2021 年，我市向自治区推荐科技项目
549项，获得立项支持 350项，争取自
治区科技专项资金补助 2.47亿元，较
2020 年显著提升。在确保市本级财
政科技投入方面，市本级财政将科技

经费作为预算保障重点工作，确保科
技经费预算安排只增不减。2022 年
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预算安排科技
项目支出 1.82亿元，较 2021年的 1.56
亿元增长了 16%。财政预算安排科
技专项经费时，重点向应用研究、基
础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倾斜，今年年
底财政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将力争达
到 20%的增幅，更好地激发我市企业
自主创新热情。

自“科技兴蒙”行动实施以来，首
府财政持续加大政策供给，不断完善
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积极配合
市科技局先后印发了《呼和浩特市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构
建区域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呼和
浩 特 市 科 技 创 新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呼和浩特市促进全社
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若干措施》《呼
和浩特市研发投入攻坚行动实施方
案》，企业创新主体发展提供政策保
障，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2018 年以来，按照《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构建区域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市
本级共为 582个创新创业事项兑现政
策性奖补近 1亿元。仅 2021年底，就
为 286个符合政策奖励标准的企业研
发项目和研发成果兑现政策性奖补
资金 4249.17 万元，初步显现出强大
的政策效益，形成了“谁创新贡献大
就奖励谁，谁示范带动强就补助谁”
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
创新活力。

2021年，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获得自治区“科技兴蒙”
行动重点专项资金 6000万元，按照自
治区与我市 1∶1 等额配套要求，市财
政安排了配套资金 6000万元，重点支
持光伏产业、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自治区
相关要求，市财政局汇同市科技局编
制完成了《“科技兴蒙—创建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2021年行动重点专

项实施方案》。2021 年，市财政安排
乳业创新研发资金 3000万元，用于围
绕乳业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凝练形成

“科技兴蒙”行动 12 个重点专项研发
建设。围绕草种业关键和共性技术
开展科技攻关，我市启动实施了市本
级重大科技专项“植物种质资源保护
和创新利用”“种质创新与高效遗传
改良技术研究”两项重大科技专项，
财政资金投入了 600 万元，带动企业
投入了 1400万元，致力于培育一批抗
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经济型生态草品
种，为恢复和提高草原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服务功能，发展生态草牧业提
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下一步，首府财政将进一步落实
税收、资产管理、政府采购和金融等
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统筹相关资金，发挥好政府
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引导作用，带动社
会资本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让“科技
兴蒙”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