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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北京老百姓世代生活的地方，
曾安下多少家园，能记取几多乡愁。

2 月 1 日上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走
进北京市东城区草厂四条胡同，看望慰
问基层干部群众。

这些年，从塞外边陲到革命老区，
从城市社区到民族村寨，每逢春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都要迎风踏雪到各地
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寒冬里为基层
劳动者们带去最诚挚问候，为全国各族
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这次，他走进了北京的胡同。
从草厂四条北口下车，踏着青石板，

往胡同里走不多远，街道上的喧嚣渐渐隐
去，老北京特有的京味民俗扑面而来：青
砖灰瓦，木槛朱门，两旁庭院内几棵老树
见证着古城历史，满眼的大红灯笼、春联
福字传递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这是什么时候改造的？”
“老住户都搬回来了吗？”
“社会车辆进不来吧？”
漫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一边浏览街

巷风貌，一边询问旧城保护整治、人居环

境改善等情况，还特意推开一间新改建的
独立公共厕所的门，察看卫生状况。

“很干净啊！”总书记称赞道。
今天的北京，碧空如洗，冬日暖阳掠

过墙头屋檐，斜斜照进胡同中，勾勒出前
门东区一带特有的街巷布局和建筑形态
——南北走向、略带弧形的胡同，东西开
门、小巧玲珑的院落，古朴中不失典雅。

习近平总书记信步走进一户人家。
推开红漆大门，迎面影壁墙上一个

大大的“福”字。今年 72 岁的老住户侯
雅明正在院子里写春联，来求字的街坊
四邻把院子挤了个满满当当。

“我来看看你们，给大家拜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拱手向大家问候。

大家闻声迎上前来，握着总书记的
手连声问好。

习近平仔细端详四周，只见小院收
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檐下挂着灯
笼，户上贴着窗花，年味正浓。

他高兴地说：“我一直在想，咱们老
北京的胡同怎么办？保留原样呢，生活

不方便。改造呢，又很复杂。现在看
来，北京还是摸出了一些路子，将来胡
同都能改造成这个样子，那确实是好，
但要看这里的老街坊们满意不满意。”

大家连声说：“满意！满意！”
侯雅明告诉总书记，他正在写一副

春联，借用了附近 4 条街巷的名字，寓
意百姓吉祥、国家兴旺，上联是“青云翔
凤”，下联是“好景兴隆”。说着，挥毫而
就，赢得大家一片喝彩。

习近平总书记兴致勃勃，拿起一幅红
底金色大“福”字，亲自贴在大门上。他深
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就是让老百
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让我们共同努力！”

草厂胡同因旧时为积草之地而得
名，明清以来数百年间院落格局未有大
变。草厂四条现存 40 多个院落中仍然
居住着七八十户人家。

今年72岁的北京火柴厂退休职工朱
茂锦，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虽然单位分配
了楼房，但一直舍不得离开这条胡同，如
今已是三世同堂，儿孙孝顺、其乐融融。

习近平走进朱茂锦家，一家人正在
包饺子。总书记加入其中，边包饺子边聊
家常，询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水电气
暖条件有没有改善、年货备齐没有。

朱茂锦告诉总书记，这些年国泰民
安，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老百姓衷心感谢共产党。

连包了 4 个茴香馅饺子，总书记笑
着说：“我家里也爱包茴香馅的。多年
来因工作关系我没包过饺子了，你们
看，越包越好。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
越过越好！”

随后，总书记又走进厨房，帮忙炸
制北京一种特色传统小吃——饹馇。

一时间，脆香满院，笑语盈门。
院中，一棵老椿树向天空舒展开粗

壮的枝桠，想象得出春天来了之后它茂
盛的样子。习近平同朱茂锦一家祖孙
三代站立树下，合影留念。相机取景框
中，那副春联“平安如意年年好，人和家
顺事事兴”格外喜人。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北京市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推动治理重心下移
的创新做法。

习近平走进设在草厂四条 44 号院
的“小院议事厅”。来自街道、社区、居
民等方面代表，正在这里召开胡同院落
提升改造恳谈会，解答居民们在改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造？”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房子多不多？”
“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总书记饶有兴味加入讨论，听说这

片区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且已
经纳入保护范围，连连表示赞许。

他对大家说：“北京的传统文化特色
在哪里？就是胡同。如果北京的胡同都
消失了，都变成高楼大厦了，还怎么记得
住乡愁？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既要把这个
文化底蕴保留下来，又要让胡同居民过上
现代生活，要把二者结合好。”

在“小院议事厅”旁边的社区物业
服务站，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了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员工，还有一

些前来办事的群众。
他同时叮嘱大家，一定要把胡同的公

共设施利用好，把胡同的公共服务搞上去，
把文化内涵丰富起来，这样“我们的胡同就
活了，就能让老百姓感受到胡同是个宝”。

总书记关心垃圾分类处理问题。
他回忆道：“小时候，我住在胡同

里，都是晚上倒垃圾。现在，条件好了，
环境美了，一定要搞好垃圾分类和回收
处理。这对我们物业管理的要求又高
了，管理难度也大了。要加强管理，不
断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他特地对前来办事的群众说：“从
每家每户开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的意
识，养成这个习惯。”

一条胡同300多米，总书记从北到南，
一路走来，一路欢声笑语，一句句深情祝福，
让胡同里的年味格外浓郁、格外祥和。

临近中午，习近平总书记走出草厂
四条胡同南口，闻讯赶来的居民挤满了
街道。大家热烈鼓掌、高声欢呼，簇拥着
争相同总书记握手，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站在欢乐的人群中，习近平送上最
美好的祝愿——

“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并向全国
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不
断过上更好生活，祝国家日益繁荣昌
盛，祝人民家和业兴、新春愉快！”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家和万事兴
——习近平走进胡同问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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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世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世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本金（截至转让基准日）

400000000.00

270000000.00

305399363.31

160182632.11

59000000.00

17300000.00

49000000.00

113000000.00

215550000.00

156780000.00

73334283.63

13270000.00
6800000.00

3730000.00

180000000.00

100000000.00

77098281.95

18349668.26

239907330.39

3001796.29
1254254.94

354944.8

29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2792312555.68

利息（截至转让基准日）

139781000.00

10098127.61

27995308.40

3938816.78

4477982.48

348491.61

3604003.55

2512551.76

5402937.00

14714379.65

25960033.82

346253.99
713495.14

335930.69

59,652,500.00

41,847,243.77

15,158,551.42

540,808.89

11,312,261.52

-
-
-

-

42,769,700.00

120,000,000.00
5315103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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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所持有的 25 户债权资产的催收及处置公告

债务企业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所持有的赤峰
三川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25 户

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各地市及辖
属区县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
产 内 蒙 古 分 公 司 ）拥 有 的 债 权 总 额
3323822933.76 元 ，其 中 贷 款 本 金
27923125555.68 元 ，利 息 531510378.08
元。贷款方式有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
明细如下：

资产特点：该公告处置及催收资产债务

人主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属债权资产，咨询
电话 0471-6902251，6903675，6908212。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 能 力 的 法 人、组 织 或 自 然 人（国 家 公 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或分期付款。
公告日期:2019 年 2 月 3 日。
有效期限: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20 个 工

作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公开转让。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面对各界投资人市
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欢迎符合
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
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者购买资讯请致电
或来函咨询。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包先生 倪先生 孟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02251

0471-6908212
0471-6903675

监察审计人员：金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582
邮政编码：010010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广场 8 号楼

单位：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