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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全国两会——捎句话儿到北京

“盼着总书记
再来看看我们的新生活!
”
虽然已是立春之后，但地处兴
安盟西北部的阿尔山市，依然是一
片冰雪世界。
推开阿尔山市温泉花园小区
居民由俊丽的家门，记者的眼镜瞬
间蒙上一层雾气。当雾气散尽，一
个温馨的画面清晰展现：阳光透过
贴着窗花的玻璃，照射在一尘不染
的地板上，几盆绿植长得茂盛。由
俊丽的大女儿黄诗雯正带着一对
双胞胎妹妹做游戏，屋内充盈着笑
声。
看着女儿们玩儿得开心，由俊
丽和爱人黄金州的脸上也洋溢着
笑容。大女儿小的时候，2平方米
◆由俊丽正在打扫餐厅准备迎接客人。
刘丹摄
的土炕就是她的玩耍空间。如今，
再环顾明亮、温暖、宽敞的房间，两
次迎来爱情的结晶——一对双胞
风”，开起了手擀面馆。眼瞅着顾
个人不禁感慨万千。
胎女儿。
“
有了家就有了安稳的港
客越来越多，两口子一合计，2017
“你想象不到住在棚户区里的
湾，
这几年，
我们家是新房敞亮、
心
年买下了 280平方米的商铺，小面
苦。”由俊丽一边回忆一边摇头。
更敞亮。
”
黄金州感叹。
馆升级为特色餐厅，取名“小磨豆
“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 40多
如今，
“东沟”片区的老房子被
腐农家菜馆”，主打阿尔山泉水磨
平方米的房子里。取暖全靠炉子、
“新地标”
阿尔山论坛中心取而代
出的豆腐和特色山野菜。
用水就靠压井，老人和孩子都跟着
之，
蒙古包风格的主体建筑犹如祥
过去，尽管守着大兴安岭的绝
遭罪。”黄金州在一旁接过话茬说，
云飘落在山林之中。几年来，
阿尔
美风景，
可身处边陲一隅的阿尔山
过去居住的“东沟”片区地势低，每
山市累计投入近
4
2
亿元，
征收房
人却过着穷日子。如今，
吃住玩等
年开春山上的雪一化，
“桃花水”就
屋
1
万余户，
改造棚户区房屋近
7
0
各具特色的全域旅游、
全季旅游，
冲进院子，屋里屋外连泥带水别提
万平方米，完善了道路、管网、垃圾
不仅解决了 1.
4万居民的就业，更
多闹心。
处理等基础设施，
还新建了居民广
带旺了这座边陲小城的人气。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今年春节前后，由俊丽家“网
书记来到阿尔山看望棚户区群众， 场，城市功能迅速提升，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红”
特色餐厅也迎来了消费小高
了解棚户区改造情况，要求当地政
安居问题解决了，还要让百姓
峰。
“ 旅游旺季时一天要接待 90多
府加快棚户区改造，
排出时间表，
让
乐业。
“
阿尔山自然风光四季都很
桌客人，
经常忙到后半夜才能睡上
群众早日住上新房。自此，由俊丽
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阿尔山的最
觉。这几年，阿尔山的冬季旅游也
一家
“孩子有个地方玩耍，
取暖不用
高赞誉；
“
阿尔山的旅游业一定会
在逐渐升温。”由俊丽说，这种充实
点炉子”
的梦想开始照进现实。
火起来”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阿尔山
的忙碌，让她们感觉踏实而满足。
听到房屋拆迁消息的那天，由
发展的美好祝愿。7
年时间，
破题、
她拉着记者的手，眼里充满盼望：
俊丽兴奋得没睡好觉。以后的日
建设、
发展、
腾飞，
依托森林、
湖泊、
“没别的愿望了，
现在日子好了，就
子里，登记、签字、搬迁……她事事
温泉等旅游资源优势，
阿尔山旅游
盼着总书记再来看看我们的新生
跑在前头。2014年底，由俊丽一
业真的火起来了。
活!
”
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楼房。
由
俊
丽
一
家
也
借
着
这
股
“
东
《内蒙古日报》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搬进新房的第二年，夫妻俩再

◆简讯
赤峰市交管支队领导
调研信号灯配时工作
2月 18日，
赤峰市交管支队支队
长杨锐刚在副支队长杜延卓及相关
工作人员陪同下先后深入支队三大
队辖区玉龙宝山、玉龙临潢等路口对
信号灯配时进行实地踏查调研。
期间，杨锐刚支队长认真听取
了叶贺林副大队长关于各路口早晚
高峰、平峰、夜间的交通流量流向变
化及相应信号灯配时情况，结合现
场行人过街实时通行状况，就交通
组织规划、信号灯配时等方面工作
进 行 了 现 场 指 导 ，并 提 出 具 体 要
求。对玉龙大街、临潢大街等重点
街路信号灯配时进行调整，科学化
配时；全面深入排查各路口信号灯
配时问题，优化交通组织；加强道路
秩序管控，严厉整治闯信号、逆行、
不走机动车道等扰乱交通通行秩序
的违法行为。
刘莉

感受非遗魅力 喜迎元宵佳节
2月 2
1日，孩子们体验织布机织
布。当日，为期 5天的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儿童迎春“娃娃庙会”在该区青
少年宫开幕。本次庙会以“感受非遗

魅力、传承中华文化”为主题，设有剪
纸、打香篆、织布机织布等多个互动
体验区域，让孩子们体验传统民俗文
化的魅力，
喜迎元宵佳节。 王磊摄

春节期间
我区累计生产煤炭
1400万吨
◇晨报融媒记者 张鹰

本报讯 2月 22日，晨报融媒记
者从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春节期间，
自治区能源局持续开展全区煤炭产销
和电煤库存日调度、日监测、日报告工
作。
据行业调度，春节期间全区正常
生产煤矿数量 200处。2月 11日-17
日，全区累计生产煤炭 1400万吨，日
均产量 200万吨，累计销售煤炭 1340
万吨，其中区内销售 490万吨，出区销
售 850万吨(
供应东三省 280万吨)
，在
产煤矿数量和日均产量较去年春节期
间分别增加 140处和 70万吨，有力保
障了节日期间煤炭供应。目前全区电
煤总库存保持在 900万吨以上，平均
可用天数 19天，纳入调度范围的 76家
电厂存煤天数均在 8天以上。
下一步，自治区能源局将在确保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指导
和督促各盟市加快煤矿复工复产进
度，做到应复尽复，预计 2月底前煤炭
产量可恢复至节前正常水平。

通辽警方
破获一涉案 1600万元
特大洗钱案

新华社呼和浩特 2月 22日电（记
者 贾立君）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开鲁县公安局破获一起涉案资金达
1600万元的特大洗钱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9人。
警方介绍，2020年 10月 6日开鲁
镇居民张某报案称，自己在互联网上
被骗 89万元。开鲁县公安局研判后
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破案。专案组
发现，该案涉案资金巨大、涉及账户众
多、资金流向复杂，且有外地涉案人员
信息。于是，专案组日夜追踪，历时 30
余天，辗转福建、广东、黑龙江等地，先
后抓获以杨某冰为首的犯罪嫌疑人 9
人。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杨某冰、梁某
等人相互勾结，以高佣金为诱饵，组织
多人在“中币”
“火币”等虚拟币平台上
开设虚拟币账户，帮助“冒充公检法”
“杀猪盘”等方式实施诈骗的其他团伙
“洗钱”。且为躲避警方打击，达到迅
速转移资金的目的，由杨某冰、梁某在
“Tel
egr
am”上建群，要求操盘手将涉
案资金打入后的 15分钟内进行虚拟
币买卖、完成黑钱变虚拟币的操作，为
多个犯罪团伙非法提供资金支付转
移，
以此获取利润。
警方查明，该团伙以虚拟币平台
为掩护进行资金转移洗钱，自 2020年
8月以来涉案资金流水达 1600万元。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