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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倡议广大市民低碳节俭移风易俗过文明春节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惠） 1

月 16 日，呼和浩特市文明

办发出通知，倡议全体市

民过一个欢乐、祥和、文

明、节俭的新春佳节，不

在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

竹，不在广场、道路、林地

等场所烧纸焚香，科学卫

生，过健康春节；低碳节

俭，过绿色春节；遵纪守

法，过安心春节；移风易

俗，过文明春节。

呼和浩特市文明办

倡议广大市民多亲近自

然，多参加室外和社区组

织的文体活动，加强体育

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健

康科学饮食，亲朋好友聚

会时，不贪杯斗酒，注意

饮食安全卫生；不在居室

和公共场所吸烟，保持身

心健康。

倡议服从烟花爆竹

管理相关规定，遵守消防

安全规定，不在禁放区域

燃放烟花爆竹；不随意丢

弃垃圾，注意垃圾分类，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爱护

文 物 古 迹 ，爱 惜 公 共 设

施；积极参与“文明餐桌”

行动，倡导“光盘行动”。

节日出行要遵守道

路 交 通 规 则 ，不 违 章 开

车、不酒后驾车、不乱停

乱放；做好安全防范，确

保家庭用水、用电、用气

安全，注意防火、防盗、防

爆；自觉做到文明上网，

不编造、传播不实信息，

不做“键盘侠”；遵守社会

公德，不通宵达旦玩乐扰

民；尊重各民族宗教文化

传统，不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

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倡议积极参与“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和志愿

服务活动，倡导孝敬老人、

邻里互助，助力扶贫攻坚，

热心帮助孤寡老人、空巢

老人、残疾人、军烈属、特

困户、留守儿童等，营造温

馨和谐的节日气氛。

倡议反对封建迷信，

抵制“黄、赌、毒”等社会

丑恶现象；文明祭扫，不

在广场、道路、林地等场

所 烧 纸 焚 香 ；摒 弃 搞 攀

比、讲排场、摆阔气等陋

习。从小事做起，从现在

做起，摒弃陋习，践行文

明，过一个文明美好的春

节，为建设生态首府、品

质首府、幸福首府、文化首

府贡献一份力。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牛 天 甲）

为丰富呼和浩特市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

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组织百人百组开展“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新春走基层送温暖系列

活动。1月16日，百人百组

文化志愿者小分队来到新

城区山水宜居老年公寓，为

这里的老年人送来新春的

祝福。

活动在舞蹈《正月里闹

新春》中拉开帷幕，民族舞

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

赢得老年朋友们的阵阵掌

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活动当日，百人百组邀

请非遗剪纸传承人董存娥

教授老年人剪纸技艺（如

图），并将凝聚着温暖和爱

的“福”字贴在重病老人的

床前，祝他们早日康复。自

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贾宏伟

还现场制作了皮雕作品，赠

送给山水宜居的老年朋友

们，祝福他们新的一年身体

健康，吉祥如意。

春节期间，“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还将

组织百人百组文化志愿者小

分队，深入乡村、社区、养老

院、医院、广场等地，开展一

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文化惠民活动，为首府市民

献上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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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送温暖走进山水宜居老年公寓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郝 儒 冰）

“弟子规 , 圣人训, 首孝

悌, 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

仁, 有余力, 则学文……”

1 月 13 日，赛罕区人

民路街道富兴社区为期一

周的寒假公益课堂正式开

课，多元而生动的寒假课

丰富了辖区孩子们的寒假

学习生活。

据了解，自 2017 年富

兴社区开展假期公益课堂

以来，每年都会联合多家教

育机构，为辖区孩子们带来

书法、皮影、美术、英语等兴

趣课程。其中，寒假每年约

35节课，暑假48节课，三年

来一共开展了 240 多节兴

趣课程，深受社区家长和孩

子们的喜爱，切实满足了家

长和孩子们的心愿，提高了

孩子们的审美素养、培养了

良好的艺术趣味、鉴赏能

力及表达能力。

富兴社区文明专干徐

霞告诉记者，下一步，富兴

社区将持续探索挖掘适合

孩子们需求的资源，供需

结合，更好地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落地，更好地助

力社区孩子们成长。

首府迎分散性小雪天气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记者

1月16日从内蒙古气象局了解到，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

16日夜间至17日早晨，17日夜间至18日早晨，呼和浩特

市将出现分散性小雪天气。降雪量为0～0.3毫米，量级较

小。16～17日，由于近地层湿度较大，风力较弱，空气污染

扩散能力会较弱，能见度较低。18日至19日，全市风力加

大，有4～5级西北风，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

16日夜间至17日早晨，全市将出现分散性小雪，南

部和北部降雪量为0～0.3毫米之间，市区降雪量为0.1

毫米左右，量级较小。17日夜间至18日早晨，中北部可

能有分散性零星飘雪，其余地区以多云为主。18日至19

日，全市大部有4~5级西北风，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

呼和浩特市去年党纪政务处分1001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惠） 1月

16日，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9

年呼和浩特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2019

年，全市共处置问题线索3584件，初步核实2697件次,立

案94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01人；移送司法机关87

人；挽回经济损失9353.66万元，2人迫于压力主动投案。

据介绍，2019年，呼和浩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

九个方面取得新成效。其中，在强化政治监督上，认真

履行政治监督责任，2019年，全市共立案查处违反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案件3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6

人。在加强纪律建设上，实施精准“画像”工程，为

32875名干部建立廉政档案，让干部“晒出家底”，运用

“四种形态”处理4702人次。在深化标本兼治上，采取

常专结合、机动巡察等形式，推进巡察全覆盖，全年巡

察共发现问题1465个，问题线索104件；各旗县区共巡

察127个单位党组织，发现问题2412个，问题线索107

件。在落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持续发力纠治

“四风”，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2批25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17批30起。在净化基

层政治生态上，全年立案涉及“三务”公开问题59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8人，组织处理18人，通报曝光20

批27起。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上，把整

治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全

市共受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95件，立案34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74人，组织处理27人，移送司法机关17人，

通报曝光7批11起。在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上，

成功办理了王永峰、秦明、董继平、于水清等一批自治

区交办的有较大影响力的专案，归案在逃人员7名。在

持续转化治理效能上，全市76个乡镇（街道）监察办公

室全部挂牌成立，第一届特约监察员选聘全部完成，监

督全覆盖、无盲点格局逐渐巩固。在打造模范机关上，

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2019年，系统内部立案查处1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人，组织处理11人；对1名旗县

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立案审查，做

出开除党纪、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1

月 16 日，呼和浩特市残疾

人冰雪运动月活动启动仪

式在极地冰雪动物狂欢乐

园举行，来自全市150多名

残疾人朋友和残联志愿者

欢聚一起，共同体验了冰

雪运动的快乐。

活动现场，残疾人朋友

和志愿者们一个个化身童

心未泯的小朋友，围绕“助

力冬奥、乐享冰雪、康复健

身、喜迎小康”的活动主题，

相扶相助，共同开展雪地香

蕉船、雪地漂移、冰上自行

车、雪地拔河（如图）等活

动，充分享受冰雪的魅力。

呼和浩特市残联理

事长郎曙敏表示，此次活

动是第四届中国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活动的一部

分，旨在引导和带动更多

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传

播冰雪健身和 2022 年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相 关 知

识，进一步推动更多残疾

人融入“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展示残疾人新时

代的风采。

富兴社区：孔子学堂开课啦！

呼和浩特市残疾人冰雪月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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