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曹
慧）春节期间，武川县可镇三圣太村
圣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邢
林梅忙得顾不上休息，每天晚上她都
要从手机上整理出当天市民们通过
微信“武川县‘邢大姐’优质农产品助
销群”订购的优质农特产品数量，记
录下购买方的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
以便第二天一早备货送货。

为了尽快将自家生产的优质农
特产品销售出去，“邢大姐”农家品
牌创始人邢林梅可谓是费了不少周
折。为了推广好自己的品牌，她在

家人的帮助下开起了直播。后来又
在镇领导的鼓励下，在春节前夕建
起了“邢大姐”优质农产品微信助销
群。这个群的建立一下子打开了产
品销路，很多市民加入群后，看到她
家农特产品质优价廉，争相接龙购
买，这让 62 岁的邢林梅心里乐开了
花。

“我有两个助销群，大约 200 多
客户，以接龙的方式下单订货。很
多客户吃过我们的产品后会主动帮
着做宣传，就这样春节前后客户量
一天比一天多。”邢林梅告诉记者。

邢林梅的手机里每天都更新着
购买信息，消费者几乎遍布呼市的
各个区。

“前段时间共送了 11 次货，走了
93 个小区，共销售农特产品收入 2.6
万多元。最多的一次当天拉走各种
农特产品 2400 斤，毛收入达 3700 元
左右。现在我们还通过邮政快递发
货，以进一步打开销路。”邢林梅信
心十足地说。

据了解，“邢大姐”优质农产品
助销群主要面向首府市区各小区居
民，居民把身边有购买意愿的同事

同学朋友拉入群，邢林梅在群里发布
优质农产品种类、价格，居民们线上
下单，邢大姐线下派送，武川县优质
农产品便可在最短时间从武川县到
达市民家门口。春节期间每天大概
能送 30—40家，涉及十余个小区。

邢大姐的新年愿望既朴实又简
单，那就是农产品销量越来越好，她
和村民们要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截至目前，邢大姐创办的微信助销
群在首府配送额已达 3 万元，为武
川县农产品与首府市民餐桌对接开
辟了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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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力“云”接单“邢大姐”农产品网上卖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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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春节

我市扎实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确保群众安全过节

赛罕区：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今日，去自然博物馆
品“科普年味”大餐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苏虎街实验小学：

发挥思政课育人铸魂功能
增强文明校园内涵

我区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
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2022 年，
我区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
违法广告问题，突出市场监管“衣食
住行”等重点领域，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广告市场整治工作行动，
严厉打击违法广告行为，有效规范
全区广告市场秩序。为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教育警示和社会
舆论监督作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从 2022年第四季度全区办理的违法
广告案中选出典型案例，于近日向
社会公开曝光。

这些典型案例是：内蒙古丽人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呼
和浩特市绿航商贸有限公司发布虚
假广告案，包头翰翔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发布违法广告案，包头市九原区鹰
鹿美术培训中心发布违法广告案，鄂
尔多斯市旭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发布违法广告案，鄂尔多斯体检保健
中心发布违法广告案，临河区王新口
腔门诊部违法发布医疗广告案，杭锦
后旗天衡高血压糖尿病专科门诊部
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本报讯（记者 苗青）苏虎街实验
小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发挥思政课育人铸魂功能，将“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着力构
建苏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实践课程，使“三个离不开”“五
个认同”的理念深入师生心中，不断
增强文明校园内涵。

学校组织教师挖掘本土红色资
源，并结合学校校史中的英雄故事
在学生中进行宣讲，让“爱党、爱国、
爱家乡”的教育更有力量。在党史
学习教育过程中，学校开展了“童心
向党·礼赞百年”主题教育活动，其
中所有的节目内容都是将“苏虎红
领巾思想教育课”的内容进行再次
创作，通过合唱、情景剧、舞蹈、朗诵
等多种方式致敬英雄、致敬中国共
产党，充分展现出了苏虎师生的爱
党信念，将党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
入和植根于苏虎少年心中。

2022年，学校通过“苏虎石榴籽
课堂：百年家书中的红色信仰、牢记
习爷爷教导，争做新时代好少年”5
期视频内容的录制和播出，创建了
苏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线上

实践活动阵地。辅以每周“红领巾
思想教育课”，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
合、知识习得与实践内化相融合的
课程体系。

学校的“苏虎红领巾思想教育
课”以班队活动课、道德与法治课、
党员微党课、日常微班会作为教育
主渠道，通过日常德育活动、校会升
旗仪式、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等
校园节日展示，构建起立体多元的
苏虎德育工作体系。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例，结合 3
月 份 开 学 季 进 行“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教
育；结合五一劳动节进行“同升一
面旗、同唱爱国歌”爱国主义教育；
结 合 六 一 儿 童 节 开 展“ 讲 英 雄 故
事、读红色绘本、看爱国影片、学少
先队知识、走长征之路”主题实践；
结合新时代好少年评比进行“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事迹宣讲……在活动中，通过增
强过程仪式感，增加更多让学生展
示、体验、参与的内容，使红色传统、
红色记忆、红色基因植入每一名苏
虎少年心中，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
生心中牢牢扎根。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近年来，赛
罕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通过不断提升城市基层网格治理
精治水平，努力打造“四型”社区，提升
党群服务中心为民服务效能。

以打造“红色网格”为引擎，实施
“支部+网格”模式。赛罕区有 1293个
社区网格，单建或联建网格党支部 987
个，建立党小组 301 个。赛罕区进一
步理顺“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单元党员中心
户”四级组织体系，选配楼栋长 5379
名、单元长 13945名，发挥各自优势，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解决居民实际
需求。

树立“大党建”理念，创新“四联”
工作 模 式 ，努 力 打 造“ 四 型 ”社 区 。
2022 年，市区两级单位下沉包联村、
社区，开展共建活动 490次，帮助解决
基层和群众“急难愁盼”事项 180 余
件，4460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联
合开展“三城同创”、垃圾分类、为民
办实事等活动 1796次。积极推进“红
色物业”建设，打造敕勒川路街道塞尚
公馆三期、人民路街道恩和家园、科尔
沁街道筹备组伊泰华府 3 个“红色物

业”示范点。
开展党群服务中心“五个三”示范

创建行动。全区共打造 23个党群服务
中心示范点，推荐赛罕区党群服务中
心、昭乌达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仕
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曙光村党群服
务中心、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党群服
务中心 5个示范点参评全市第一届“我
最喜爱的党群服务中心”评选活动，推
动党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加强现有
资源整合，打造“两代表一委员”工作
室、红石榴驿站、“红蜂驿站”等一批党
群沟通平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向上的党群活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团结带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以创建党建品牌与“最强党支部”
提质升级工作为抓手，细化制定各领
域“最强党支部”评价指标，打造赛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北京四
中呼和浩特分校党总支、东风路小学
党支部 3个示范点，赛罕区税务局机关
党委党建引领税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示
范基地和大学路小学“党建引领集团
联动 书香育人”示范基地，充分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推动城市党建工作全域
提升。

本报讯（记者 苗青）1月 24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获悉，
该馆于 1月 25日开馆。参观时间
为 9∶00—17∶00，16∶00停止入馆，
每周一例行闭馆（国家法定节假
日除外）。观众可通过内蒙古自
然博物馆官网、内蒙古自然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或“蒙速办 App”进
行预约。

据介绍，馆方将实时监控在
馆人数，超过限定人数将限制入
馆。预约时需提交个人身份证、
联系方式等，每位观众最多可预
约 4人，可提前 4天预约。

观众入馆时需出示预约码，
60 岁以上老人无需预约，可凭相
关证件直接参观。为守护观众的
健康安全，参观时需全程佩戴口
罩，不扎堆、不聚集，文明有序参
观。

为 丰 富 观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春
节期间，内蒙古自然博物馆特别
推出“科普年味”大餐。大年初四
（1 月 25 日）上午，将在一楼大厅
举办投壶亲子活动、写福字有奖
问答、春节 3D送福、春节寻兔、我
是玉兔、兔兔赛跑、内蒙古兔兔大
家族、玉兔捣药等活动，欢迎观众
朋友积极参与。

◀日前，回民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工作人员和居
民开展了“巧手剪窗花，欢乐迎新春”活动，大家一起剪窗
花，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体验传统剪纸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近日，我市各干休所开展“挥毫泼墨迎新春”活动。
活动中，平日里爱好书法的军休老干部和邀请来的书法家
铺纸研墨挥毫，共庆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本报讯（记者 苗欣）近日，市应急
管理局向各相关单位印发了《呼和浩特
市应急管理局春节、元宵节期间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方案》，要求高效有序做好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维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该局成立了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春节、
元宵节期间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

为保证群众过一个祥和安全的春
节，节前，各地各相关部门就纷纷行动
起来，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等
工作。

土左旗应急管理局对重点企业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重点对金山热电
厂、金峡化工两家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中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
了解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以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
情况，同时要求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加强节假
日期间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守住安全底线，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玉泉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工信、消防
等部门先后来到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
司，通过查阅资料、查看安全设施设备
等方式，重点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企业生产管理、作业现场、工
艺流程等方面开展检查。

回民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重点防
火单位进行督导检查，检查组重点对春
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安排部署情况、
责任落实情况、防火物资储备情况、卡
口值班值守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同
时对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
出进一步安排部署。

武川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公安、消
防、市场监管、市容等部门对金三角、万
兴元、移民村烟花爆竹临时销售店（点）
进行春节前安全大检查，要求烟花爆竹
临时销售店（点）要高度重视经营安全，

加强烟花爆竹相关安全知识的学习，增
强安全防范意识，消除麻痹松懈思想，
严格遵守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制度，
如实记录烟花爆竹销售流向。

中山东路街道办事处深入辖区沿
街商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安全生
产大检查，检查组通过实地查看、查阅
资料等形式，重点检查了辖区图书市场
的消防安全管理与应急疏散、消防人员
值班值守等情况。

目前，我市各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的措施和具体工作高效推进、有序落
实，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春节期间，
很多人选择和家人朋友外出旅游 ，游
客们边走边拍，记录沿途美景，留下美
好回忆。但是，有些游客在拍照时的
行为很不文明。

春节期间，首府街景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记者在大召广场看到，
广场四周的草坪上、树枝上挂满了
各式花灯。很多游客一边赏灯一边
拍照。有的游客走进草坪，踩踏着
小草和花灯合影；有的游客随手牵
拉扯拽树上的彩灯当背景。同样，
在网红打卡地小草公园，也有个别

游客跨过护栏走进草坪拍照。在禁
止拍照的地方，有些游客不顾管理
人员劝阻和提示，悄悄爬到假山上、
危险地段拍照。

后记：拍照看似小事，但文明表现
于细节，素质体现于言行，在旅游中文
明拍照，不损坏文物及公共设施，在景
点不久留，自觉排队，拍完以后马上离
开，把对其他游客的影响降到最低，这
不仅体现一个人的素质，也事关城市
文明。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自觉践行文
明理念，从点滴小事做起，文明才能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

景区拍照这些不文明行为要不得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自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加强
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内
容、强化协调保障，全力推进专项行动
落地见效。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组
织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向老年
人揭露养老诈骗的“套路”手法，帮助老
年人提高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坚
决铲除养老诈骗滋生土壤。

自开展涉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活
动以来，全市各级公安民辅警深入辖
区、走上街道，到人员聚集的小广场、
集市以及沿街商户等行业场所，向居
民群众、店主发放预防电信诈骗宣传
单，点对点宣传防诈骗知识，并指导
市民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预防诈骗。

针对老年群体，采取传统方式宣

教，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单、领取宣
传礼品等；针对年轻人群体，采取现代
化智能化手段开展“云宣教”，并发起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等系列主题
活动。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是陷
阱……”新城区公安分局成立反诈宣传
文艺小分队，他们表演的《全民反诈天
下无骗》快板，赢得了群众的阵阵掌声，

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防范知识。
文艺小分队定期深入社区演出，成为一
支反诈宣传的主力军。

各旗县区公安机关瞄准受众群体
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防范意识弱等
特点，组织驻村民辅警、村干部和网格
员开展入户宣传，将身边发生的案例通
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村民入脑入心，熟
悉骗子的诈骗伎俩，避免上当受骗。

首府公安机关积极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失信案例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在国家“双
减”政策背景下，为充分发挥少先队组
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优势，推
动构建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日前，
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赛罕区团委、赛
罕区少工委举行社区少工委授牌仪
式，为赛罕区敕勒川路街道万正尚都
社区、新华联雅园社区、丽水社区、金
宇文苑社区等 10 家社区少工委授
牌。截至目前，全市共挂牌成立54家
社区少工委。

社区少工委是落实少先队改革、
探索少先队参与社区服务和社会实

践新途径的有效尝试。团市委、市少
工委将立足少先队组织思想政治引
领的根本任务，紧紧围绕政治启蒙和
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带头深化少先
队改革，打造校外少先队工作主阵
地。各级各类少工委也将在日常工
作中发挥自身优势，全面助力开展

“红领巾奖章”争章工作和“四史”学
习教育等青少年实践教育，充分整合
社会资源，搭建学习、实践载体，做好

“校内+校外”联动，在多方共同努力
下，不断焕发首府红领巾事业新的生
机与活力。

我市持续推进社区少工委建设

全市已挂牌成立54家社区少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