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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内蒙古疫情发生后，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

在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的优势，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严华国副司长、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

任一行千里驰援额济纳旗指导帮助

工作。阿拉善盟卫生健康委也第一时

间选派 3名中医药、蒙医药专家赶赴额

济纳旗协助工作。国家专家组进入隔离

病区一人一诊、一人一方，运用中医药辨

证施治，确保所有患者第一时间用上中

药，李光熙主任为患者开展动力温控经

皮给药治疗，调整身体阴阳平衡，提高治

愈率。

为了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有效救治，

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将患者集

中转运到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进行集

中救治。按照中西医协同救治的原则，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抽调内蒙古自

治区中医医院 6名中医医生组成中医医

疗队，在国家专家组中医专家主任的指

导下，加入集中救治工作。

中医专家组按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第八版）要求，参考自治区中医药（蒙医

药）诊疗方案和救治经验，制定了《内蒙

古自治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中医药（蒙

医药）治疗方案（试行）》，每日参加医疗

救治专家组会诊，进入隔离病区进行联

合查房，为所有患者进行望、闻、问、切，

了解病情变化，采取“一人一策”辨证施

治，随证化裁。其他 5名中医医生编入各

医疗救治梯队进驻各病区，除了开具中

药外，还指导患者练习八段锦，通过穴位

按摩、小儿推拿等多种疗法，确保中医药

治疗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专家组的

指导下，各地卫生健康委组织本地区中

医（蒙医）医院配制了治疗和预防上呼吸

道感染的中药和蒙药，发放至各集中观

察隔离点。阿拉善盟中医（蒙医）专家制

定中药(蒙药)干预预防方案，已为隔离点

集中医学观察人员配送中药（蒙药）制剂

2.5 万余剂次，并发放蒙药香囊。呼和浩

特、锡盟、鄂尔多斯等疫情散发地区也将

中医药（蒙医药）第一时间参与防控和救

治。此外，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紧急筹备

护身九味散、浩高东召日 -12 丸及一些

蒙成药，发放给定点医院有需要的一线

医护人员，用于预防和干预。

截至目前，全区确诊病例中，除 1名

禁忌症外，其他全部使用中药及中医特

色疗法治疗，中医药治疗率达到 99.5%。

为 4794 名集中医学观察隔离人员进行

中医药（蒙医药）预防干预，累计发放中

药（蒙药）5万多剂次。通过多方合力，在

新冠肺炎的救治中，充分发挥了中医药

改善患者症状、促进疾病转归的作用，彰

显出中医药（蒙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控和

救治中的优势特色。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推

进脱贫地区县域重大疾病救治管理工作

的通知》，旨在进一步完善脱贫地区县域

重大疾病救治管理政策，巩固拓展健康

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通

知》要求 30种大病原则上在县里治，体

现分级诊疗要求，按病种、分级别设置、

满足诊疗要求，积极推行落实基层首诊

原则，在确保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鼓

励、引导患者在县域内就诊，确有必要

的，转诊至省、市级医疗机构治疗。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呼

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在高效推动医院分

级诊疗发展、深化医改重点工作的同时，

积极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和远程医

疗服务向纵深方向发展，鼓励市域内急

难重症申请利用远程会诊资源，为救治

患者节省宝贵的时间，为有效引导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做出表率，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责任与

担当。

陈桂玲

11 月 8 日上午，一辆满载蔬菜的面

包车缓缓停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曙光乡

卫生院门前，八一乡新道村菜农老温和

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 300 多公斤蔬菜，

然后搬到一楼大厅，准备下班时发给卫

生院职工。

曙光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马荣梅告

诉记者，近期他们从微信中看到八一乡

新道村大棚内种植的蔬菜因为疫情滞

销，于是主动联系了菜农老温，认购了

300 多公斤芹菜和西红柿，发放给职工。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卫生院的很

多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值守在社

区、乡镇和村口，负责测量体温、做核酸

检测和健康宣教等工作，且经常加班，有

的职工一连几天都不能回家。党支部希

望通过购买滞销菜的方式，给职工们送

去一份温暖和关怀的同时，为菜农缓解

滞销压力尽一份绵薄之力，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一点力量。”马荣梅说。

截至当天下午，曙光乡卫生院的每

一位职工都领到了“爱心菜”。护士小王

高兴地说：“虽然不是贵重物品，但我们

心里格外温暖。” 艾彦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随着呼和浩

特市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从 11月 9日起，不再对来呼和浩特市医疗机构就诊的门急

诊就诊人员核验核酸检测证明，就诊人员应配合医疗机构做

好扫码（健康码、行程码）、测体温、流行病学史问诊等预检分

诊措施。 央广网

11 月 5日至 11月 7 日，突如其来的暴雪、强降雪天气成

了群众们的最“热”话题，寒潮强势来袭，锡盟大地开启“速

冻”模式。据气象部门最新数据统计，锡盟将出现暴雪强降

温、大风天气过程，局地伴有暴风雪天气。当很多人怀着对寒

冷的畏惧走出家门，却有这么一群人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用着一份不畏寒冬的精神温暖着整个冬天，他们来不及

吃上一口热饭，顾不上冻得麻木的双脚，奔赴在一个又一个

急救现场。

在恶劣天气中，锡盟 120院前急救人员无畏严寒的守护

着全盟人民的生命健康。据锡盟 120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统计，11 月 5 日 8 时—11 月 7 日 8 时共接听急救电话 357

个，派出急救车辆 138车次，大雪如期而至，急救的脚步不曾

停歇。全盟 14 家急救分中心、站 24 小时严阵以待，迅速行

动，救护生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相托，分秒把握”的铮

铮誓言。 那日苏

近日，兴安盟蒙医院组织多科室医疗志愿者团队深入乌

兰浩特市都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传统医药日·传

播蒙医药文化，助力健康兴安建设”健康宣讲暨大型义诊活

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团队医护人员为到场百姓号脉，并针

对常见的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腰腿疼痛等常见病、慢性病

提供专业建议，受到社区百姓的一致好评。同时，志愿者还以

讲座的形式为大家讲解蒙医传统疗术结合现代康复医学对

血栓患者后遗症的康复治疗，并现场答疑。

据悉，本次健康宣教及义诊活动，共接待就诊居民 100

余人，发放各种健康宣传资料 200余份。 苏昆

近期，关于防控新冠病毒通过快递传播的报道时常出现

在网络、报端。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月 4日表示，当地发现部分蒙古国代购商品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据了解，自 11 月 1 日以来，有 5位二连浩

特市民先后向该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流调溯源组报

告本人收到蒙古国代购商品，经该市疾控中心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部分商品检测结果呈阳性。

11月 2 日 0至 24 时，河北省晋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3 人，此 3 人均为晋州市小樵镇浩汇商贸有限公司职

工。据悉，该企业曾通过邮政、圆通等快递向多地配送过快

件。

“双 11”期间，网购需求火爆，快递数量不断增多，为防止

疫情通过邮政快递渠道传播扩散，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多地疾控等部门对此发出健康提示：

一、提倡无触碰配送和扫码取件，通过快递柜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必须面对面取快递包裹时，应错开取

件高峰，避免人员聚集，自觉配合送件人做好取件登记工作。

邮寄、签收、排队时，应和快递员及其他人保持 1米以上的安

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二、严禁购买来历不明、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进口食

品，尽量避免从官方公布的国内中、高风险地区通过网购快

递渠道购买商品。通过电商、微商等渠道购买的商品，避免用

手直接接触，建议佩戴口罩和手套，做好内外包装的消毒后

再带入室内，打开后应妥善处置内外包装和做好手部卫生。

如不立即使用和无冷藏要求，物品可在室外、窗台等干燥通

风处放置一段时间。

三、科学掌握消毒方法，推荐使用含量为 75%的乙醇消

毒剂，擦拭快递外包装等物体表面，擦拭 2 遍，时间 3分钟。

手部清洁时，要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每步保持

在 15秒以上。

四、拆开的废旧纸盒、废弃物包装不应让儿童和宠物接

触玩耍，应尽快清理干净，按垃圾分类要求处理。

五、做好个人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应自觉佩戴口罩，及时到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切莫自行用药，以免耽误治疗

甚至影响疫情处置。就诊时请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如实报告相关的旅居史和接触史。 据人民网

本人亢韦军不慎将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宇鑫城滨河苑

小区 6号楼 12号车库和 5号楼 18 号车库的销售原始票

据丢失，声明作废。

中医药（蒙医药）在内蒙古
疫情防控和救治中发挥特色优势 本报讯（记者 张鑫 通讯员 唐哲）中铁呼和浩特局积极

引导乌兰察布定点帮扶村调整养殖业结构，投资 44 万元，通

过脱贫户重点照顾、一般户集中帮扶、集体集中养殖等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基础母羊养殖、羔羊育肥等特色，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认购 300 多公斤
滞销菜分给职工，
这家卫生院真暖心！

纵深推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

中铁呼和浩特局
助力乡村振兴

让养殖业更趋健康

呼和浩特市各家医院就诊
无需核酸证明

锡林郭勒盟
积极开展院前急救工作

兴安盟蒙医院开展健康宣讲活动

提示：疫情期间快递这样收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

卖下列资产：

1、棋盘井镇尔格图街南，乌珠尔路东商

业用房，面积 642.34 平方米，参考价

1474171 元。

2、棋盘井镇棋盘井大街南星光购物中心

商业用房，面积 419.26 平方米，参考价

1593767元。

3、棋盘井镇鑫通街南，棋峰家园 1# 楼

四套底商。房号、面积、参考价分别为：003

号，面积 344.5 平方米，参考价 937040元。

004 号，面积 350.44 平方米，参考价 953197

元。007 号，面积 346.48 平方米，参考价

942426 元。008 号，面积 352.42 平方米，参

考价 958583元。

4、棋盘井镇鑫通汇景街北，棋峰家园斜

对面商业用房,面积 1080.00 平方米,参考价

2937600 元。

5、棋盘井镇鄂乌公路东商业用房,面积

1849.01 平方米, 参考价 4557810 元；面积

134.37 平方米,参考价 342644 元。

6、棋盘井镇乌珠尔路西鑫通汇景街北商

业用房, 面积 5981.30 平方米, 参考价

14235494元。

7、棋盘井镇尔格图东街南幼儿园商铺

17号商业用房,面积 102.60 平方米,参考价

218025元。

8、乌海市海南区西卓子山街冷库东南加

油站北侧商业用房统一拍卖，（两个产权证）,

分别为面积 3682.12 平 方 米 , 参考价

7858933 元；面积 2704.92 平方米, 参考价

5773247元。

9、乌海市海勃湾区海达西街北 68 号商

业用房, 面积 2150.36 平方米, 参考价

8108592 元。

10、阿拉善经济开发区贺兰区瑞钢联住

宅小区 20套, 房号、面积、参考价分别为：

5-1-202、302 号,面积共 148.73 平方米,参

考价 242133 元；5-2-108、208 号, 面积共

182.62 平 方 米 , 参 考 价 297306 元 ；

5-3-202、302号,面积共 83.44 平方米,参

考价 135841 元；5-3-206、306 号, 面积共

83.44 平方米,参考价 135841 元；2-102 号,

面积 68.99 平方米, 参考价 121423 元；

3-103 号, 面积 84.53 平方米, 参考价

148773 元；5-3-201、301 号, 面积共 182.9

平方米, 参考价 297762 元；5-3-205、305

号,面积共 83.44 平方米,参考价 135841 元；

5-3-203、303 号, 面积共 83.44 平方米,参

考价 135841 元；5-2-101、201 号, 面积共

183.94 平方米, 参考价 299455 元；2-103

号, 面积 68.99 平方米, 参考价 121423 元；

2-106 号, 面积 82.36 平方米, 参考价

144954 元；2-107 号,面积 55.93 平方米,参

考价 98437 元；3-104 号, 面积 84.53 平方

米, 参考价 148773 元；5-3-204、304号,面

积共 83.44 平方米, 参考价 135841 元；

5-4-108、208 号, 面积共 183.7 平方米,参

考价 316846元；3#-1号,面积 84.1 平方米,

参考价 148016元；3#-2号,面积 84.53 平方

米,参考价 148773 元；5#-2-6 号,面积 83.3

平方米, 参考价 135613 元；3#-5 号, 面积

84.53 平方米,参考价 148773 元。

11、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南路 36 号 12

号商业用房，面积 126.38 平方米，参考价

505520元。

12、乌海市永明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8套

商业用房，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南路 42

号，现租赁商铺名称、面积、参考价分别为：

（1）奥林超市，面积 974.08 平方米，参考价

9740800 元；（2）原十里香烤翅 ，面积 161.5

平方米，参考价 1017450 元；（3）五金土产，

面积 75.24 平方米，参考价474012 元；（4）一

次性餐具，面积 75.42 平方米，参考价

475146 元；（5）馒头店，面积 75.42 平方米，

参考价 475146 元；（6）五金厨具，面积

146.88 平方米，参考价 954720 元；（7）宏源

砂锅，面积 185.29 平方米，参考价 1852900

元；（8）劳保，面积 149.06 平方米，参考价

1147762元。

13、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河南路 16号 -1

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3417.4 平方米，占地面

积 701.6平方米，参考价 28193550 元。

14、甘德尔街北、人民路西商业用房，占

地面积 1532.49 平方米，参考价 114937 元，

建筑面积 148.74 平方米，参考价 371850 元。

15、内蒙古达旗树镇新华路西南园街北

万通家和商务写字楼 B座 301-304 室商业

用房，面积 482.7 平方米，参考价 1689450

元。

16、内蒙古达拉特旗树镇德胜大街南，新

华路西，南园街北万通家和商务写字楼 B座

305-309室商业用房，面积 505.1 平方米，参

考价 1767850元。

17、达旗树镇德胜街南,商城路东,四完

小综合公寓 1#第 35 间底商商业用房，面积

135.32 平方米，参考价 811920元。

18、达旗树镇 210 线东、交警队北、力华

小 区 1# 综合楼第四层商业用房，面积

591.58 平方米，参考价 2070530元。

19、达拉特旗树镇新华路西，南园街北，

万通家和商务写字楼 B 座 310-315 室商业

用房，面积 549.39 平方米，参考价 1922865

元。

20、达拉特旗树镇达拉特路西，南园路

南，远明苑 3# 楼西向东 22 号底商商业用

房，面积 138.98平方米，参考价 833880元。

21、达旗树镇西园路西，文苑新村 50#

楼第 5 号底商（90.22 平米）商业用房，面积

90.22平方米，参考价473655元。

22、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树林召大街南召

西路西新时代商住小区东 A-1-316 室商业

用房，面积 56.29 平方米，参考价 157612 元；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旧包东公路东北环路北东

源新村商业楼 9商业用房，面积 118.92 平方

米，参考价 582708 元；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旧

包东公路东北环路北东源新村商业楼 10 号

商业用房，面积 179.28 平方米，参考价

878472 元。

23、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东街北一街

坊两套商业用房分别拍卖，房号、面积、参考

价分别为：7 号 3，面积 108.84 平方米，参考

价 979560 元。7 号 4，面积 108.84 平方米，

参考价979560 元。

以上标的详细信息请来电或关注我公司

微信公众号：nmgwzpm 了解。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

会前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报名事宜：竞买人报名时须携带有效证

件及参考价的 10%（四舍五入取整数）的保

证金，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7

时在中拍平台网上办理报名手续（纸质版资

料邮寄或送达至东胜区鑫通大厦 A座 7004

室），联系我公司线下缴纳保证金，保证金交

款账户请来电索取。

说明：1、本次拍卖的资产均为现状拍卖，

本公司对展示标的的品质及瑕疵不作担保，

竞买人作出竞买决定即视为完全知悉并接受

拍卖标的的所有瑕疵、风险、租赁、过户等情

况，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成交后标的面积以办理产权证权属部

门确认的数据为准。2、成交价款缴至拍卖公

司指定银行账户，款清后持成交确认书、交款

收据、成交文件与委托方办理标的移接交手

续。委托方承担房产交易中房产行政管理部

门应征收的出售方交易税费。买受人承担房

产交易中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应征收的购买方

交易税费。房产交易中产生的法律未明确规

定承担主体的其他税费由买受人承担。3、本

次拍卖标的为有保留价拍卖，竞买人的最高

应价达不到拍品保留价，拍卖师有权收回拍

品。

具体事宜请来人来电联系我公司，咨询

电话：18247700315

内蒙古维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1 月 16 日

拍卖公告

药品安全科普宣传进社区
按照 2021 年“全国安全用药月”

活动安排，近日，自治区药品检验研

究院组织相关药学专家和工作人员，

深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街

道税苑社区开展了“药品安全科普宣

传进社区”活动。

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向社区居

民发放了《中成药合理用药之道》《药

物滥用监测知识百问》《常见病家庭

用药手册》等 200 余册科普宣传资

料，药学专家对儿童、老年人安全用

药问题耐心答疑解惑，在提升社会公

众安全用药科学素养、增进人民群众

对药品安全的认知和信心、展现药品

监管部门良好形象等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秦学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