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安排部署，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按照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工

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各盟市市

场监管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

此项活动贯穿 2021 年全年，通过前期问卷调查、公众留

言意见征集整理，聚焦群众关注度较高的网络订餐平台、“网

红餐厅”、学校幼儿园食堂、养老机构食堂、繁华商业街区餐

饮、旅游景区餐饮等餐饮单位，采取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

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消费者、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进行检查的方式，充分发挥“透明执法”效能，让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到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来。 参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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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11 月 19 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服务

条例》已经由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

于 2022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共 10 章 80 条，主要规定了

养老服务应坚持的原则、养老设施规划

建设、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

服务、医养康养相结合、扶持保障、监督

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

《条例》规定，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养老服务事业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协调解决养老

服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将养老服务

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

本行政区域内的养老服务工作，苏木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做好本辖

区内的养老服务工作。居民委员会、嘎

查村民委员会应当发挥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功能和优势，协助做好养老

服务工作。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

和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

督管理、医疗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养老服务相关工作。工会、共产主义

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

十字会以及养老服务行业组织、老年人

组织、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

织，根据职责或者章程，参与养老服务工

作。

同时，《条例》对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用地。新建、改建和扩建住

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少于 2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

施，并与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同步无偿交付。已建成的住宅

区未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或者养老服

务设施未达到建设规划标准的，所在地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每百户不少于

2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通过新建、改

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进行配置。养

老服务设施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

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建设，并符

合无障碍设施、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卫

生防疫等要求。

此外，《条例》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和机构养老服务的内容作出了具体规

范。并且对政府购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支

持符合规定条件的养老机构在老年人住

所设立家庭照护床位等配套政策措施作

出了明确规定。同时，《条例》提出了一系

列推动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扶持保

障制度，明确了法律禁止行为和相应罚

则。

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召

开药品智慧监管建设成果汇报会，重

点演示了药品预警追溯系统操作使

用，展示了综合应急指挥平台和展示

系统与各子系统数据实时关联，实现

信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的功

能。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

凤屹认真听取了智慧监管平台及系

统建设情况，详细地了解了平台功

能，对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成果给予了

充分肯定。他指出，药品信息化监管

至关重要，是新时期加强药品追溯管

理、应急管理的实招、硬招，是加快药

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对适应新形势，加强药

品安全监管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

围绕智慧做文章，不断进行智能优

化，让平台“实用、好用、管用”。相关

部门要会同承建方进一步优化、升级

平台系统，完善平台“自动记录、自动

识别、自动预警、不可更改”功能，持

续推进信息技术与监管深度融合。

杨凤屹说，智慧监管平台关键在

用，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所有人员用

好平台，让工作在平台上留痕，让数

据在平台内贯通，让智慧监管真正成

为药品监管体系“五大支撑”的重要

支柱，开创“严管”加“巧管”的监管工

作新局面。 秦学渊

11 月 15日，大唐药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仪式在呼和

浩特市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包

钢，自治区副主席黄志强为大唐药业鸣锣开市，黄志强致辞。

黄志强指出，11 月 15 日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时

刻，是北交所正式开业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内蒙古大唐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上市的重要时刻，要以此次上市为契

机，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区内企

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与科技型企业，要主动抢抓改革机遇，

向行业上市公司看齐，立足上市目标，规范自身建设，加快迈

向资本市场步伐。

近年来，大唐药业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扩建产销研基地、

拓展新品市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目前，大唐药

业已经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

产企业，拥有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呼和浩

特市企业研发中心，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仪式上，呼和浩特市政府向大唐药业发放奖补资金 500

万元。 王冠静

11 月 20日，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自治区本级和呼

和浩特市上线运行。

据了解，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实现了国家、省、市、县

四级互联，实现了医保、税务、医院、药店等单位的数据互通。

在参保缴费、医疗费用结算、参保关系转移接续等方面，实现

全口径医保业务线上线下协同办理。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我区上线运行，可实现与全国

医保业务编码标准统一、数据规范统一、经办服务统一，真正

做到与全国医保信息互联互通、数据有序共享，将为全区

2000 多万参保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医保服务。

为使医保信息平台顺利上线，自治区医保局于 2020 年

5 月完成医保信息平台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评审，9 月平

台设计方案获得批复，11月完成自治区、盟市两级医保骨干

网建设，2021 年 5月医保云平台投入使用。经过 6个月“大会

战”，全区各级医保部门完成数据迁移、贯标落地、接口改造

等关键性工作。6月 28日，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二连浩

特市率先上线运行；9-10 月，在鄂尔多斯市等 9个盟市和满

洲里市上线运行；11 月 30 日，呼伦贝尔市、通辽市也将上线

运行。 梅刚

《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服务条例》
将于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大唐药业在北交所上市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报废锅炉及其配

套组件和报废彩钢房等（详见评估报告明细或关注我

公司微信公众号：nmgwzpm 了解），参考价 35445

元。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标的在存放地展示。有

意竞买者请缴纳 20000 元竞买保证金，于即日起至

拍卖会前在中拍平台网上办理报名手续，联系我公司

线下缴纳保证金，至鑫通大厦 A座 7004 室递交报名

资料。报名竞买人必须具备废旧金属回收资质且报废

锅炉须在厂房内拆解、拉运，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买受

人承担。标的以现状拍卖，拍卖公司与委托方不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本次拍卖标的为不含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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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拍卖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人民群众满意

度，宁城县公安局存金沟派出所立足三

个环节，做好接处警工作。

一、立足依法处警，规范处警行为。

要求民警树立“每个行为以法律为支撑”

的执法意识，公平、公开、公正执法。二、

立足警情回访，提升群众满意度。积极开

展回访工作，及时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迅速整改，提升群众满意率。三、立足

快速反应，深化机制建设。将“快速反应”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及时到达现

场、及时反馈情况。 谭茗赫

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

识，近日，宁城县公安局存金沟派出所民

警到格日勒图中学进行法制教育宣讲活

动。

课堂上，授课民警紧密结合当前青

少年违法犯罪和校园暴力安全事件，从

多个方面宣讲法律知识。同时，讲述了犯

罪发生以及遭受不法侵害时，如何采取

有效方法自我保护。最后又向学生介绍

了防盗、防骗、防抢的知识。宣讲结束后，

师生们表示希望民警多到学校与师生交

流互动，让法律知识扎根学校，营造良好

的校园环境。

谭茗赫

为创造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宁城

县公安局存金沟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

不断提升矛盾纠纷调处能力和水平。

一是强化信息研判工作。全面深入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有针对性

地采取工作措施。二是强化维稳工作。民

警结合自身工作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真

实想法和诉求，有效避免各类恶性案(事

件)的发生。三是加强群众宣传引导，建立

出口畅通的调解渠道，教育引导群众依

法解决矛盾，切实提升矛盾纠纷的调解

效率。 谭茗赫

为做好辖区消防安全工作，预防和

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宁城县公安

局存金沟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矿

山、集市等人员密集和消防重点单位进

行安全检查。

一是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各项

消防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二是检查

督促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防范措施落

实不到位，民警当场指出并要求及时整

改。三是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知识的宣

传，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定期组织自查、整

改，以提高自防自救能力，真正做到防患

于未然。

谭茗赫

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宁城县公安局存

金沟派出所组织民警在辖区内积极开展

“缉枪治爆”宣传，防范涉枪涉爆违法犯

罪行为。

活动中，民警通过张贴宣传通告及

向人员密集的场所发放宣传单宣传持有

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的社会危害性，以及

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普及涉枪涉爆有

关法律法规，号召群众积极揭发检举各

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违法犯

罪线索，及时进行上报。 谭茗赫

面对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宁城县

公安局存金沟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采

取多项有力措施加强辖区疫情防控工

作。

一是强化防控宣传。开展防疫宣传

入户、入村、入企业活动，全面提升群众

防疫意识和防范能力。二是强化内部安

全防护。加强民辅警在日常工作中的安

全防护，要求来所群众佩戴口罩，出示行

程码和健康码，坚决将防控措施落实、落

细。三是强化排查管控，做好核查工作。

对辖区所有行业场所进行走访排查，提

醒群众做好自身防护。

谭茗赫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场所管理，宁城

县公安局三座店派出所立足实际，积极

拓展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创新四个

“强化”举措，大力加强对旅馆业的治安

管理工作。

一、加强规范化管理。通过召开旅馆

业管理会议、“送法上门”途径，对旅馆业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从业人员等进行法

制教育和安全培训，规范旅馆业的经营

秩序。

二、强化日常监督和检查整治。开展

动态监管，做到实时监督。坚持日常检查

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坚持明查和暗访

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对旅馆业进行监督检

查，对不按规定进行实名登记的旅馆一

经查实，一律依法严处。重点检查旅馆是

否存在“无证住宿”、“一证多人住宿”、

“非本人身份证件住宿”等问题，强化对

旅馆业的检查整治力度。

三、强化网上巡查和网上监督。坚持

网上巡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重点检查旅客信息录入是否准确、完

整，是否符合录入标准，是否及时上传，

是否与实地走访登记信息一致等问题，

通过网上巡查和监督全方位的对旅馆业

进行规范管理，发现旅客信息不准确、上

传不及时、上传虚假信息的，及时到现场

核查，并对相关旅馆和登记人员做出相

应处罚。

四、强化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派出

所通过与辖区所有旅馆签订责任状，逐

级逐家明确责任，明确旅馆业工作规范

和职责，自觉遵守有关旅馆业经营的各

种政策及法律法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提高其守法经营的自觉

性，最终达到旅馆业健康发展和派出所

良性管理双赢的目的。

白景东

为扎实开展好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工作，不断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效果，

宁城县公安局三座店派出所结合事故预

防“减量控大”工作目标，高密度、全方

位、多层次开展工作，大力营造交通安全

宣传浓厚舆论氛围。

一是全面覆盖，延伸触角做大宣传。

11月以来，三座店所组织民警先后多次

深入辖区单位、企业、社区、农村等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提供交通法规咨询服务，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等全方位提升文明交通宣传教育的

覆盖率。

二是重点突出，有的放矢做强宣传。

三座店派出所进一步加强客、货运输企

业驾驶人的宣传教育，在开展安全检查

中对驾驶员开展交通法律法规、安全驾

驶规范、恶劣天气驾驶车辆注意事项等

进行教育培训，切实提高驾驶员安全行

车意识。

三是拓宽思路，改进方式做优宣传。

针对群众出行特点，进一步改进宣传方

式，在利用手机、微信群、快手中编发安

全提示信息，以美丽乡村行、农村大喇叭

等为宣传主力，广泛宣传交通法律法规

及出行安全常识，使人们轻松愉快的接

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白景东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状态下辖区寄递

行业管理，确保辖区的安全稳定，宁城县

公安局三座店派出所大力加强寄递物流

业安全管理工作，强化工作举措，有效维

护辖区寄递物流业安全稳定。

一是清理底数，建立台账。组织民警

对辖区内快递、物流点进行全面摸排，纳

入重点管控对象。对物流点、管理人员和

快递员进行登记造册，摸清底数。核实掌

握辖区内物流快递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等，确保底数清、

情况明。

二是宣传政策，普及知识。民警在对

物流寄递行业排查中，要求快递、物流企

业严格执行邮递物品的检查制度，在收

寄物品时必须开箱验视、实名登记，所有

物品必须经过防疫消毒处理后方能领

取，发现有可疑物品要立即报告，主动配

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

三是加强检查，建章立制。不定期对

寄递物流企业视频监控是否可用、消防

设施是否齐全、收寄是否落实实名登记

和防疫消毒处理进行检查，督促其落实

责任，完善制度，对发现的问题责令立即

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跟进监督措施限

期整改，促进辖区物流快递行业的规范

化管理。

四是强化培训，剔除隐患。为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组织民警深入寄递物

流企业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培训，指导员

工熟知禁寄物品相关规章、标准和违禁

物品的形状、性能及其辨识要领，提升发

现和识别问题的能力。

白景东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
三项举措深化接处警工作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
深入校园开展法制教育宣讲活动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
三举措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
对辖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
开展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宣传活动

宁城存金沟派出所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
四个强化举措加强旅馆业管理

药品智慧监管 走上前台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三措并举
全力打好冬季交通安全“宣传战”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四项举措
强化寄递物流业管理

守护餐饮安全 你我同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00 在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与伊金霍洛旗天隆大厦 12 楼会议室同步打包拍
卖锡盟镶黄旗两个花岗岩矿采矿权与配套的加工厂区、
采矿设施设备和机动车，矿区面积分别为 0.1023 和
0.0445 平方公里均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0.50 万立方
米 /年，拍卖详细明单及须知见中拍网、中国矿权资源网
https://www.kq81.com/、 中 国 365 石 材 网 https:
//www.stone365.com/ 公告或与我公司咨询索取，最终
以实物现状和拍卖文件为准，打包拍卖总起拍价 4140.31
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缴纳 200 万元保证
金，以转账或现金方式交至账户：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账号：258010100100000883；行名：鄂尔多
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号：320205000055；
缴保证金截止及报名、展示时间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日 17：00时。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
名地址：东胜区准格尔北路 3 号街坊 504 室或加微信
425651447 传报名者资料。查看标的电话：张先生
18647754744 寇先生 0477—895992 拍卖公司电话：
13947770115 0477-8339934

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在自治区本级和呼和浩特市

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