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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行的脚步迈入 2022 年的赛道，

过去一年的思索与改变、拼搏与奋斗，统

统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底气和力量。2021

年，我们经磨砺而坚韧，敢闯敢拼、善作

善成。逐梦路上，我们披星戴月、跨山越

海，所有的努力与坚持都意义非凡。

在这一年里，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人民医院（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申请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统筹规划

“十四五”发展规划，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献礼建党百年，以建院百年为契

机，传承弘扬医院文化，全速奔跑迈向医

院新百年，谱写出百年医院的时代荣光。

这一年，医院以申请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项目为契机，科学制定医院“十

四五”发展规划，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深刻领会党中央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发

展布局，申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工作得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卫健委

和自治区政府的充分认可及全力支持，

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工作有

效有序进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安全、经济的医疗服务，为全面推进健康

内蒙古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这一年，医院坚持突出肿瘤专科特

色，强化重点专业学科建设，优化调整学

科布局。先后成立乳腺中心、介入中心和

放疗中心，形成诊疗服务合力，规范诊疗

流程，加强人才培养；增设放疗科 C 区，

扩大收治和服务患者能力。加强门诊学

科建设，新增肿瘤姑息治疗、中医肿瘤、

输血、蒙医肿瘤不良反应、乳腺整形、营

养 6 个专业门诊，肿瘤特色专业门诊进

一步细化完善。

这一年，医院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常

态化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筑牢疫情防控

防线。面对全国、全区、全市疫情防控形

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医院党委和行政

全面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疫情防控

新部署新要求，及时调整医院核酸检测

采集点位置，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候

诊，坚持疫情早交班制度，保证疫情防控

工作毫不松懈。医院共派出 303 人支援

17 个属地社区进行核酸采集工作，其中

共产党员 50 名。

这一年，我们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坚持为群众办实事，献礼建党百年。

自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医

院党委始终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

职工获得感、幸福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认真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党支部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开展戴党徽、亮身

份、办实事、树形象活动，院内确定 52 个

党员示范岗，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密切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充分发挥专业特

色开展党日活动，开展义诊、讲座、送医

下乡、志愿服务等活动。以党支部带动辐

射科室，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解难事。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

动 60 余场，服务患者群众两万余人。

这一年，我们以建院百年为契机，回

顾百年风雨历程，传承弘扬医院文化。医

院完成建院百年院志、画册编纂工作。院

志通过 5 个篇章的详细阐述，全面回顾

了医院百年发展历程，展示了医院在党

建、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丰硕

成果。拍摄完成《栉风沐雨拼搏路薪火相

传忆百年》百年院庆纪实片，以百年医路

传承，代代使命担当为主线，用镜头记录

了几代医院建设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

不断推动医院向前发展的风雨历程，深

入展现了引领医院厚重的文化内涵。12

月 15 日，医院成功举办《薪火传承百年路

悬壶济世医者心》建院 100 年庆祝活动。

艰难方显勇毅，2021 年我们乘风破

浪；磨砺使得玉成，2022 年我们再次扬帆

起航。

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

不负重托。秉承“崇诚尚善循本求新”的

院训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加速医院数字

化转型。

我们要向医院高质量发展奋勇前

行。站在医院的新百年，医院人奋发图

强，继往开来。我们心怀感恩，把患者的

冷暖放心上，尽最大努力搭建平台，努力

打造让患者温馨舒适的医院。

我们要持续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

合。传承医院红色基因，向展现百年医院

的深厚底蕴，凝聚起医院人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的不竭动力。将发挥“大肿瘤

精专科”的独特优势，观大势、谋全局，育

新机、开新局，一代代医院人也将紧紧团

结在一起，用拳拳奉献行医路和敢于担

当医者心，向着更远方播撒生命和健康

的希望。

戮力同心，奋楫笃行。置身波澜壮阔

的百年征程，我们重回“建院之初”，心怀

期待、全力赶考，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所

有奋斗都不会被辜负。因为前方是一望

无际的希望。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

中蒙医药研究院挂牌成立，该研究院成

立后，将着力完成中蒙医药基础、临床应

用研究，组织实施重大疾病、突发传染病

防治科研攻关，开展医药资源、药材种植

研究等工作。

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

究院的成立，迈出了全区建立健全中医

药（蒙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的新步伐，开

启了全区加快推进中医药（蒙医药）现代

化、产业化发展的新征程。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萨仁其木格在挂

牌仪式上表示，中医药（蒙医药）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几千年

来，中医药（蒙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

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维护促进人类

的繁衍生息和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

用。希望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

把准方向，铸造中医药（蒙医药）创新发

展的新引擎，塑造中医药（蒙医药）特色

发展新优势，打造中医药（蒙医药）科技

发展的新高地，创造中医药（蒙医药）优

质资源的新价值。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负责

人斯琴巴特尔在挂牌仪式上表示，内蒙

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将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享的建院理念，用好用足政策

资源和平台优势，打好质量和品牌的组

合拳，为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

加快中医药（蒙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建

设健康内蒙古贡献力量、保驾护航。王坤

为进一步加大中医药（蒙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近日，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

管理局）、教育厅、文化和旅游厅、广播电

视局联合开展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传播

行动。

据悉，自治区推进中医药（蒙医药）

文化传播行动的目标是到 2025 年，使中

医药（蒙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

的代表意义和传导功能不断彰显，对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高，成

为引导群众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中医药（蒙医药）文化源流更加清晰、内

涵更加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精神标识基

本确立，对中医药（蒙医药）事业发展的

推动促进作用进一步发挥。中医药（蒙医

药）文化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

医药（蒙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群众生产

生活，中医药（蒙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

方法更便捷服务群众健康需要。中医药

（蒙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机制初步建立，

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小学中医药（蒙医

药）文化教育不断加强，推动实现中医药

文化（蒙医药）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行动的重点任务是通过提炼中医药

（蒙医药）文化精神标识、加强中医药（蒙

医药）文化资源梳理、保护传承中医药

（蒙医药）文化遗产，开展中医药（蒙医

药）文化保护传承行动；通过加强中医药

（蒙医药）文化时代阐释，推进中医药（蒙

医药）非遗的活态传承，促进中医药（蒙

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

展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守正创新行动；

建设中医药（蒙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举办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加

强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产品创作，开展

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宣传普及行动；通

过把中医药（蒙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

始终、拓展中医药（蒙医药）文化进校园

方式，开展中医药（蒙医药）文化进校园

行动；通过建立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传

播和实践体系、建立中医药（蒙医药）文

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中医药（蒙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制，开展中医药

（蒙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完善行动。

梁婧姝

因为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希望

1 月 8 日开始，全区中小学将陆续进入寒假，这也是“双减”后学生们迎来的

第一个寒假，这个假期，再没有上不完的课外辅导班，也没有写不完的假期作

业，就让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打开属于他们的假期生活，把时间还给孩子，让教

育回归自然，拥抱美好假期，健康快乐成长。 据《内蒙古日报》

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小学的学生参加排球比赛。

健康快乐

内蒙古成立中蒙医药研究院

内蒙古开展中医药（蒙医药）
文化传播行动

这 11 批次食品不合格

为强化流动暂住人口管理，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宁城县公

安局三座店派出所加强四项工作，强化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一是强化宣传，做到“常态化”。民警针对辖区外来务工人

员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法制观念淡薄的实际，采取不定期深

入辖区，多途径、全方位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暂住人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宣传增

强外来务工人员法制意识。

二是强化走访，做到“情况实”。民警深入居住房屋、用工

单位、施工工地等地开展集中检查，做到逐户逐人进行走访登

记、检查核实，对新来及离开辖区的人员做到及时登记、适时

注销，对暂住人员反映的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三是强化检查，做到“责任明”。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

的，责令及时整改，对情节严重者给予治安处罚。同时，强化用

工单位责任，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调动用工单位管理暂住人口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在用工单位内部建立专人负责暂住人

员登记，杜绝“三无”人员的流入。

四是强化档案管理，做到“资料全”。该所民警把暂住人口

信息采集、录入、查询、比对作为基础化、常态化工作抓实抓

好，对摸排出的暂住人口，实现流动人口管理无缝隙覆盖，按

照要求及时录入暂住人口管理系统，加强暂住人口信息资料

收集。 白景东

为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宁城县公安局三

座店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多措并举，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大力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确保辖区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一是分类稳控。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全面风险

评估和研判，逐一进行分类，从中列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

点领域、重点人群、重点问题,做到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对排

查出的重点人员严格落实各类稳控措施。对化解不了、可能激

化的矛盾纠纷,及时报告党委、政府,通报有关部门落实源头

治理责任,并协同落实化解、稳控措施。

二是全面排查。明确责任民警，会同综治、司法等部门，积

极组织村干部协作配合，深入乡村、单位，深入群众，滚动排查

全面梳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资源纠纷、经济纠纷、劳资纠

纷、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医患纠纷，全面梳理排查群众身边的

家庭婚姻矛盾、邻里纠纷，为及时有效做好化解、稳控工作奠

定基础。

三是化解调处。密切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推动治安调解

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良好互动，建立完善多元化

解矛盾纠纷机制，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好已调处矛盾纠

纷双方当事人的回访，及时了解、督促协议的履行，掌握有无

重新激化的可能，确保矛盾纠纷协议履行到位，严防已调处的

矛盾纠纷复发。 白景东

为进一步加强爆炸物品管理，有效预防年终各类涉爆案件

和事故的发生，宁城县公安局三座店派出所采取“四抓”措施，

进一步提升爆炸物品管理水平。

一、抓排查，剔除涉爆安全隐患。为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涉

爆案件和事故，三座店派出所大力组织开展涉爆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抽调警力组成检查组，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

督导落实有效整改措施，坚决将隐患，排查到位、整改到位。

二、抓管理，严防爆炸物品流失。为切实加强爆炸物品的

安全管理，严把审批关，对不符合使用炸药条件的坚决不予批

准使用。同时严格实行爆炸物品使用“日报告”制度，由涉爆企

业每天将爆炸物品的使用情况向该所报告，进一步增强掌控

能力。

三、抓监督，强化重点人员管控。为全面提升对涉爆重点

人员的管控水平，我所对全辖区安全员、爆破员进行了全面排

查，逐人见面，对每名安全员、爆破员的个人资质进行了重新

审核和梳理，全面掌握其思想动态、活动轨迹等情况，有效预

防了漏管失控问题。

四、抓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三座店所组织全辖区各

涉爆单位召开培训会，对全辖区爆破员、安全员、库管员，就相

关法律法规、爆破技术、安全防范常识等各项内容，分批次进

行了集中培训，有力提高了全体涉爆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危爆物品的安全管理水平。 白景东

近日，松山区气象局组织对本站涉氢业务安全生产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检查内容重点包括涉氢场所室内外安全环境状况、氢气

储存使用情况、仪器设备检定情况、持证上岗情况、操作规程

和各项安全制度执行情况，检查组要求全体业务人员切实树

牢安全生产意识，严格执行涉氢业务相关标准和规定，确保涉

氢业务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赵达 赵红 孙彤

近日，松山区气象局服务人员走进穆家营北洼子村草莓

种植大棚内，调查草莓生长情况，监测大棚气象要素，了解用

户需求。同时，气象服务人员与大棚负责人交流了近期气象条

件对草莓种植的影响以及如何调节大棚温度达到草莓最佳生

长条件。 赵达 赵红 孙彤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
强化暂住人口管理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多措并举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宁城三座店派出所
加强年终爆炸物品管理

赤峰市松山区气象局细致检查
确保涉氢业务安全工作

赤峰市松山区气象局
走进草莓大棚面对面服务种植户

经研究决定，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永春二店 （注册号 :

150723000011281）向登机机关申请注销营业执照，请债权人自公告 45日

内与该公司联系。特此公告。

经研究决定，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永春药店 (注册号:

152127000002470)向登机机关申请注销营业执照，请债权人自公告 45日

内与该公司联系。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高红艳不慎遗失临时监察证，编号：1403621，特此声明作废；

●蔡艳华不慎遗失临时监察证，编号：1403816，特此声明作废；

●仲宏康不慎遗失临时监察证，编号：1403817，特此声明作废。

●李博不慎将身份证遗失，身份证号：150105198411287832，特此声明。

●鄂伦春自治旗鑫永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永春四店。注册号:

152127000004262,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永春二店(注册号:150723000011281)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永春药店。注册号(152127000002470)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小金星艺术培训学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密码联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小金星艺术培训学校

2022 年 1 月 10 日

遗
失
声
明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饼干、餐饮食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淀粉及淀粉

制品、蜂产品、糕点、罐头、粮食加工

品、肉制品、乳制品、食用农产品、食用

油和油脂及其制品、蔬菜制品、水产制

品、水果制品、调味品、饮料等 17 大类

食品 203 批次样品，其中检出 11

批次不合格样品。主要是食品添加

剂超限量使用、农药残留超标、微

生物超标、有机物污染等问题。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内

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令呼

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

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市场监管部门立

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

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

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从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

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

并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

告。

现将监督抽检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食品添加剂超量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都乐玛鲜生超

市三羊开泰店销售的、通辽草原义成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牛品人生顺丝风

干 牛 肉 ( 孜 然 味 )（ 生 产 日 期

2021/9/16），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

酸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

验研究院。通辽草原义成食品有限公

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

经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

持初检结论。

农药残留超标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张志波食品

摊床销售的笨豆芽 （销 售日期

2021/10/31），6- 苄基腺嘌呤(6-BA)

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检验机构为内

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微生物超标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合泰贸易有限

公司生产销售的大窑龙泉包装饮用水

（饮用纯净水）（生产日期 2021/8/23），

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合泰贸易有限

公司生产销售的微量纯天然饮用泉水

（生产日期 2021/8/22），铜绿假单胞菌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

究院。

赤峰市松山区志鹏和达超市销售

的、通辽市同乡居副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 的 原 汁 老 酱 油 （生 产 日 期

2021/8/19），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

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赤峰市新维利超市有限公司销售

的、武川县蒙歌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蒙古奶茶（炒米咸)（生产日期

2021/7/22），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

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耀利超市

沈铁河畔店销售的、通辽市福全居调

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黄豆酱油（酿

造酱油）（生产日期 2021/9/7），菌落总

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

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有机物污染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欢

乐牧场万达店使用的勺子（使用日期

2021/10/21），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

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达广场熙疆

味餐饮饭店使用的盘子（使用日期

2021/10/21），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

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徐氏百姓铁锅

炖新区店使用的、阿波罗消毒餐具配

送的餐具（配送日期 2021/10/14），阴

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

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致远街四子王

旗焖把炖饭店使用的阿波罗消毒餐具

配送的餐具（配送日期 2021/10/16），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

验研究院。

来源：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