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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晓炜）测量体温，
填写知情同意书，有序排队接种疫
苗……5 月 13 日记者在迎泽区庙前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方舱疫苗接种点看到，
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群众排起了“长
龙”。

该方舱接种点设置有等候区、健康
筛查区、信息登记区、疫苗接种区、留观
区等区域。各室区分隔清晰，有明显导
向标识，接种人群必须单向行进，避免
交叉往返。

38 岁的王女士正在排队，她说：“我

今天专门请假来接种新冠疫苗。我爱人
是医生，听他说国产新冠疫苗无论是灭
活疫苗还是重组蛋白疫苗，安全性和有
效性都非常高。我们对国家有信心，对
国产新冠疫苗更有信心。”

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国家免费给
百姓接种疫苗，这么好的政策，当然要
积极响应。接种了新冠疫苗，跑出租更
安心啦！”

在留观区，76 岁的吕来仙老人正在
留观。“接种新冠疫苗是为了构建人群
免疫屏障，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吕来仙说：“虽说已是古稀之年，但我身
体硬朗，血压、血糖都正常，没有基础
病，符合接种疫苗的条件。刚才接种疫
苗时，我一点都不痛，也没有什么反
应。”

“5 月 6 日方舱接种点启用以来，
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群众络绎不绝，
平均每天接种六七百人次，最多的一
天接种了千余人次。”该方舱疫苗接种
点接种组组长董岩佳介绍，接种人群
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92 岁。

九旬老夫妇——92 岁的李思荣、90 岁
的梁秀珍在接种完疫苗后，欣慰地说：

“接种了新冠疫苗，我们二人都好得
很，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咱国产疫苗
就是好！”

据了解，目前我市设有 138 个新冠
疫苗接种点。截至 5 月 12 日，我市接种
新冠疫苗 66 万余剂次、40 万余人次。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有效
的手段。接种新冠疫苗为己、为家、为
国家，请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主动
预约登记，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我市群众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讯（记者 李涛）5月 13日消息，
我市将实施南内环街东延建设工程，现已
启动相关招标工作。此次东延，南内环街
将向东延伸 3.6公里，从而进一步延展东
山路网，方便周边居民出行。

这几年，我市一直在大力完善东山区
域路网，此前相继完成了龙城大街东延、

中心街东延、南中环东延等多个道路延展
工程。随着各条道路的向东延展，东山区
域的经济得到了有效拉动，出现了很多新
完工的楼盘。

南内环街东延项目的起点为东中环
路，终点至东山大道，全长 3.6公里，规划
红线宽 50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涵、

排水、照明及交通设施等。南内环街作为
一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经过这次东延
后，必将进一步促进商业资源、生活设施
等向东山区域汇聚。

另外，随着太原二环高速公路的建
设，今后南内环街的东延段，将作为二环
高速东山连接线，方便市民驾车出行。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
瑶）5 月 13 日万柏林消息，从 4 月中旬开
始，万柏林区绿化队着手对辖区重点路段
的绿化设施展开摸底调查，对老、旧、遭人
为破坏严重的绿化护栏进行统一更换。
经过近一个月的安装作业，目前各路段累
计安装护栏6000米，并全部投入使用。

此次更换的护栏为锌钢材质，采用高

科技技术，经多道特殊涂层工序，静电喷
涂产生永久性涂层，使护栏具有防腐性、
耐潮性、耐候性、长久平滑、易清洁和无需
保养等突出优点。更换后的绿化护栏整
齐美观，全面提升道路景观效果的同时，
起到良好的防穿越作用，有效减低了行人
穿越绿化带造成交通安全事故和踩踏破
坏绿植的风险。

目前，万柏林区绿化队已完成对旧晋
祠路九院沙河至新晋祠路、和平南路南内
环街至义井街、文兴路迎泽桥北匝道至玉
门河，以及文兴路漪汾街至兴华街等路段
6000 米长的护栏安装，并全部完成投入
使用。下一步，万柏林区还将对其他重点
路段的绿化设施进行更新维护，着力打造
优美整洁的城市绿地景观。

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
5 月 13 日，省纪委监委网站
消息，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原支队长、一级高级警长
马拖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太原市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拖生，男，汉族，1959
年 1月生，山西兴县人，大专
学历，1985年 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1 年 8 月参加工
作。1981 年 8 月至 1994 年 4
月，历任太原市公安局迎泽
分局桥东派出所民警、警长、
副所长；1994 年 5 月至 1998
年 12月，太原市公安局迎泽
分局老军营派出所所长；
1999 年 1 月至 2007 年 4 月，
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副局
长；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6
月，太原市公安局民营开发
区分局局长；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2 月，古交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2014年 2月
至 2017 年 6 月，太原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支队长；2017 年
6月至 2018年 9月，太原市公
安局正县级干部；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太原市公
安局一级高级警长；2019 年
1月，退休。

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 通讯
员 郭艳霞）5月 13日上午，山西省
高校侨界联合会联盟在中北大学成
立并揭牌。

联盟单位包括中北大学、太原
理工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医科
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农业大学
等。今后，联盟理事单位间将以联
盟为平台，加强联系交流，充分发挥
高校侨界资源“高、精、尖”的优势，
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导，
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落实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聚
焦“六新”要求，结合山西省战略新
兴产业长期发展需求，积极主动在
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推进山西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方面作贡献。

山西省高校侨界联合会联盟的
成立，也是山西省侨联立足我省实
际，充分发挥高校侨界联系广泛、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广泛
团结各高校侨联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发挥侨力，进一步提升侨联组织
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能力水平，
助力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举
措。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孙任
驰）5 月 13 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
公司消息，普速铁路安全环境整治正在
有序推进中，截至目前，共整治山西境内
铁路沿线各类隐患 3155 件，铁路沿线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

自去年以来，太铁扎实推进普速铁
路安全隐患综合治理，抓好普速铁路沿
线环境治理长效管控，组织各单位开展
铁路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在落实“爱路、护路”
宣传主体责任的基础上，与地方政府部
门紧密联系、多方联动，共签互保协议，
以召开协调会和现场办公相结合的方
式，紧密对接普速铁路环境隐患问题，按
照“一事一档”原则逐一协商制定解决措
施，实行动态管理，联合追踪各类隐患问
题整治、验收销号，持续推进疑难问题整
治，统筹抓好安全环境隐患整治。

针对管内南北同蒲、京原等线修建

时间较早、沿线居民较为集中，铁路外部
环境隐患问题复杂的情况，铁路部门与
沿线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逐处确认，
共同协调解决整治中违占违建、上跨桥
移交等难点重点问题。

自开展普速铁路外部环境整治以
来，共整治山西省境内铁路沿线各类隐
患三千余件，其中，清理拆除地界内各类
违建违占隐患 597 处，整治垃圾场、废品
收购站等易产生轻飘浮物隐患 877件。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瑶）5月 13日万柏林消息，在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该
区瞄准市场主体，关切企业“堵点”

“痛点”，适时启动入企服务工作，着
力通过践行“店小二”精神，释放企业
潜力潜能和动力活力，促进实体经济
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此次入企服务对象主要是辖区
内“四上企业”和规模养殖户（农民合
作社）。为确保入企服务身子沉下
去，服务更精准，万柏林区明确“四项

工作机制”，由区长、常务副区长亲自
挂帅，设立 5 个专班，组建 16 个工作
组奔赴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服务工作。

5 个专班已于 5 月初启动摸底调
查，提前梳理对口领域主要经济指标
完成情况、相关行业、重点企业发展
现状、存在的困难及问题，明确服务
企业的重点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要
求等，形成工作台账，随后由区级领
导带队分赴各街道对包联企业实行
全覆盖式的帮扶指导，能现场解决的
现场帮助解决，能就地解决的与街道

共同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形成问题
清单，提交区级层面研究解决，重要
问题纳入 13710信息督办系统。入企
服务工作期间，各专办均开通热线电
话，并在区政府网站设置工作专栏，
借助现有公众号等及时发布信息、收
集情况，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如
实反映情况，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此次入企服务工作历时一个月
时间，6月初将形成入企服务报告，及
时总结推广入企服务中发现的好经
验好做法，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本报讯（记者 毕晶晶）5月 11日
阳曲县消息，在党史学习教育掀起热
潮之际，阳曲县文明街社区坚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
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抓细居民
服务，让辖区居民的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感节节攀升。

据了解，文明街社区以网格化管
理为契机，将 5 个党小组规范成立为
5 个“网格红色驿站”，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开设了“党史学习角”，印制并
发放“党群服务连心卡”，把党组织的
服务功能辐射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
环节。

针对辖区内老旧小区多、卫生
环境差等实际情况，文明街社区探
索“五长”共治模式，推出基层治理
新路径，以落实业主自我管理为着
力点，引导居民自我管理。通过组
织辖内居民召开协商议事会，共同
商讨治理方式，确定治理措施，努
力构建“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强化
自治、共建共享、逐步推进”的社区
治理新格局，把一件件家门口的烦
心事变成让居民称心如意的幸福

事。例如：社区网格员在小区摸排
中接到群众反映，某业主在自购门
面房的房顶上饲养有约 60 只鸽子，
气味十分刺鼻，导致周围居民不敢
开窗。得知情况后，社区业委会成
员和辖区民警立即开展了实地走
访调查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最
终，当事人表示，将彻底清理鸽子
粪便，尽快减少饲养数量，坚决不
再发生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环境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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