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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观察观察

闪闪云阿尔山市
游客收获冰雪旅游体验满意感

本报兴安 3 月 3 日电 为让广大市
民和来阿尔山的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阿尔山市在持续推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同时，借助丰富的冰雪资
源、多元的冰雪产品积极推进新春冰雪
旅游营销。今年 2 月 11 日至 17 日，共
接待游客 4947 人，同比增长 64.1%；实
现旅游收入 484 万元，同比增长 62.4%。

为确保各方游客收获满意的冰雪旅
游体验感，阿尔山市各景区公司在疫情防
控、氛围营造、服务保障、安全秩序、景区专
车、花灯展示等方面均加大投入力度，还通
过阿尔山市旅游协会和阿尔山文旅营销
中心，持续联合全市文旅企业开展文旅促
消费系列活动，总计发放优惠券2万张，并
在全国9家宣传平台进行了宣传推广。

（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海勃湾区
一站式调解办理金融纠纷

本报乌海 3 月 3 日电 乌海市海勃
湾区法院金融纠纷调处中心自去年11月
试运行以来，共接收立案大厅移送的金融
案件351件，调解成功109件、撤诉12件，
调撤率 34.5%。调解成功案件中以司法
确认裁定书结案 93 件、民事调解书结案
16件，司法确认金额累计超155万元。

该纠纷调处中心是海勃湾区法院将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融入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试点。
目前，该中心设置了接待大厅和8个调解
室，配备 18 名工作人员。接待大厅配备
远程诉讼服务柜台，调解室拥有“云上法
庭”“云调解”设备，可同步录音录像和远
程在线调解，实现了从案件登记、录入、立
案、分案到调解、司法确认、裁决、结案、归
档等各环节的流程一体化办理及监管。

（融媒体记者 郝飚）

磴口县
迎来首批迁徙大天鹅

本报巴彦淖尔 3月 3日电 近日，磴
口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巡查奈伦湖时发
现了首批大天鹅迁徙至磴口县境内，这批
大天鹅共有6只，均为成年白天鹅。

这 6 只大天鹅也是今年首批来到磴
口 县 内 的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奈伦湖远离城市且水质优良，环境
优美而又宁静，是候鸟迁徙的最佳栖息
地，每年经此迁徙的候鸟达 10 多万只。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年一度的候鸟迁
徙季节即将来临，磴口县森林公安局及
早安排部署保护候鸟巡查工作，安排各
派出所对辖区内的候鸟重点迁徙地点
加强巡查，密切监视候鸟迁徙动态，确
保春季候鸟在磴口县境内的安全。

（磴口县融媒体中心）

太仆寺旗
“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

年货节圆满收官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3 日电 日前，
为拓展销售渠道，拉动消费，太仆寺旗的
开展“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系列活动圆满
收官。全旗共有 50 余家商家参与活动，
截至目前已进行直播 20 余场，线上销售
总额达 6 万多元，线下销售总额达 167.7
万元，使用微信端 50 个账号（25 万粉丝）
及微博博主、西域美农官微微博账号同时
开展推广“甄选太旗”品牌农特产品，充分
调动各方力量，加强与全国性电商平台对
接，形成合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太仆寺旗融媒体中心）

阿左旗
65 岁老党员爱上“学习强国”

本报阿拉善3月3日电 如今，“学习
强国”APP已成为党员干部群众充实思想理
论知识的“加油站”。对于阿左旗额鲁特街
道柳树沟社区65岁的老人刘芝珍来说，每
天登录“学习强国”已经成为她的生活习惯。

去年，在社区的组织带动下，刘芝珍
得知“学习强国”很实用，能看新闻还能学
知识，但当时她用的还是老年机，为了跟上

“学习强国”潮流，刘芝珍就把老年机换成
了智能手机，还准备了学习笔记本，每天都
会梳理一些知识点，并记录在学习笔记
上。如今，刘芝珍不仅成为社区的学习达
人，还主动担当起“学习强国”的义务宣传
员，遇到老党员不会操作的，她会主动耐心
讲解、手把手教操作。“活到老学到老，发挥
老党员余热”，刘芝珍的这种精神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党员，大家纷纷利
用“学习强国”学习充电。

（阿拉善左旗融媒体中心）

●春节 7 天长假，伊金霍洛旗共接待
游客 2.52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47 万元。其中一日游游客 2.28 万人
次，过夜游游客 0.248 万人次。春节期
间，该旗旅游市场呈现出冰雪游、观灯
游、线上过大年等亮点，游客以本地游客
为主，自驾游成为春节出游的一种主要
方式。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 张俊英）

●为提高新一届嘎查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抓发展、服务治理能力，强化村级
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党组织
书记履职能力，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日
前，达茂旗新一届嘎查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集中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 3 天，课
程涵盖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推行
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和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政策解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组织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等内容。

（达茂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农业银行土左旗支行携手
土左旗乌兰牧骑走进敕勒川镇铁门更村
开展送产品、送服务、送温暖活动。乌兰
牧骑的文艺工作者们为村民带来了《在
草原等你》《骏马赞》《天鹅也留恋》等一
系列精彩节目，农业银行土左旗支行的
工作人员向前来观看演出的村民赠送了
70 余份新春礼物，并针对村民提出的存
贷款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土左旗融媒体中心）

●敲锣鼓、舞狮子、扭秧歌⋯⋯连日
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一场场别具地方
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热闹非
凡。回民区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推
出一系列接地气、贴民心的文化惠民活
动，让群众度过一个有底蕴、有内涵的春
节。

（回民区融媒体中心）

●在今年的春运中，额济纳旗火车
站、客运站、桃来机场多措并举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的原则，常态化开展“体温监测+
健康码查验+戴口罩”，全力保障旅客出
行安全。

（额济纳旗融媒体中心）

●牛年春节假期后开工的第一天，
包头市青山区纪检监察干部迅速从“假
日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对窗口单位
的劳动纪律和工作作风进行明察暗访，
重点检查是否在工作状态、工作态度是
否良好、服务质量是否高效等等，并通过

“三务”公开再监督平台监督检查春节期
间公车使用情况。

（青山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永清派出所民警与街道社区网格员组成
防电诈宣传服务队，走进辖区街道、社
区、企业和学校，通过讲解真实案例、发
放宣传单等方式增强群众知骗、识骗、防
骗意识，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实习生 刘
月梅）

●为更好地保障抗疫工作有序开
展，防止各类医闹、醉酒滋事以及不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等情形的发生，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在共建单
位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设立了一个驻点
警务室。该驻点警务室警力 24 小时轮
流值守，以便发生上述警情时能及时就
近高效处置。

（东胜区融媒体中心）

●为推动新当选村（社区）“两委”干
部尽快转变身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
着力提升他们干事创业激情和服务群众
能力，日前，包头市青山区举办新任村

（社区）“两委”干部专题培训班，各街镇
党委（党工委）副书记、驻村（社区）“第一
书记”、村（社区）“两委”干部共 300 余人
参加培训。

（青山区融媒体中心）

●为开好局、起好步，让广大税务干
部尽快收心归位，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投
入到新一年税收工作中，春节长假后上
班第一天，霍林郭勒市税务局举办“春
训”培训班，全体干部职工共计 100 余人
参加培训。培训班为期 2 天，分 2 个班次
进行，安排了党史知识、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 会 精 神 及 廉 政 警 示 教 育 等 相 关 内
容。

（霍林郭勒市融媒体中心）

●日前，准格尔义工协会开展了守
护未来·公益项目之“情暖新春、爱暖童
心”慰问活动，为准格尔旗境内 24 户 46
名外来务工子女、留守儿童、单亲子女、
孤儿和残疾儿童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
金，还给孩子们带去了新衣和学习用品。

（准格尔旗融媒体中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王含笑

春节期间，多种造型的灯光
小品亮相，让包头市昆都仑区的
夜晚变得璀璨多姿。夜幕降临，
莫尼北路在树干、树梢上灯串、灯
藤的装饰下如梦似幻，黄河大街
与阿尔丁大街交叉路口“火树银
花”的灯光小品熠熠生辉，而民族
西路与青年路交叉路口的树木穿
上“灯衣”，在蝴蝶和蒲公英的点
缀下，格外温馨，引得市民们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

美的不仅是夜晚，随着朝阳
升起，行走在昆都仑区的大街小
巷，能感受到如今的昆都仑区更
加舒适宜居：马路边新规划的停

车位上，汽车按箭头方向有序停
放；树坑里安上了美观、安全的玻
璃钢格栅，马路边的绿化带穿上

“防寒外衣”；下水井干净畅通，老
旧小区焕然一新——

一座城市带给百姓幸福感，
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同时也源于日常生活的舒适和便
捷，而城市快速扩张给百姓带来
的不仅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居住
选择，还有打通没来得及打通的
断头路让居民出行更方便。住在
中冶世家华庭的周先生在包头火
车站工作，以往上下班只有稀土
大街一条路可选择，由于附近住
宅小区密集，早晚高峰时间，上班
或者回家可得花上点时间。2020
年，沼园南路打通后，周先生的通
勤时间大大减少了。

2020 年，昆都仑区投资近亿
元，打通了沼园南路、林荫南路、万
和城区间道等 6 条道路主路，大大
缓解了交通拥堵。为美化道路环
境，还对黄河大街、团结大街等道路
的行道树进行补植，啤酒公园、莫尼
林带等 6处游园广场乔灌木、地被、
花卉栽植补植工作等也全部完成。
路通了，景美了，看不见的地下“路
网 ”也 在 密 集 施 工 中 焕 然 一 新 。
2020 年，昆都仑区投资近 8000 万
元，完成了火车站西区间道雨水及
路面改造工程、白云路管网疏通工
程、阿拉坦汗大街、阿尔丁北大街
等 4 条道路积水点治理工程和雨、
污水管线改造工程。清掏、修复
雨污水井和雨篦子，清洗污水管
线，修缮硬化破损人行便道，宽阔
畅通的道路、整洁优美的环境、清

新幽然的公园⋯⋯看得见、摸得着
的改变融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城区靓丽了，乡村也变得更
美。昆都仑区南卜尔汉图村村民
田 海 军 说 ：“ 以 前 我 们 用 旱 厕 ，
2020 年村里 90%以上的村民家都
改造了卫生间，干净又卫生，尤其
是冬天更是方便！”

2020 年昆都仑区投入 9000
余万元，对前口子村 110 国道北
侧，新光三、七、八村等 14 个村实
施污水管网改造、路面硬化等工
程，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全覆盖，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85%以上
和 70%。以民生为导向，以舒适、
文明、宜居为目标，昆都仑区全力
改善人居环境，让城乡百姓乐享
幸福生活。

昆都仑区：城乡百姓乐享宜居便捷生活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阿男
实习生 胡春燕

2 月 18 日，大年初七，春节后的首个工作
日，土右旗苏波盖乡东老藏村村民何拴旺一早
就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便民大厅办理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社保费用缴纳。何大爷高兴地
告诉记者：“现在办事太方便快捷了，党群服务
中心就像家一样，真的是太好了。”

据了解，东老藏营村在腾退办公室后，增设
了活动室向村民全天候开放，村民可以在茶余饭
后来这里参加休闲文化活动，为党群服务中心增
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村党支部书记张彩霞说：

“目前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实现了群众一站办
理社保、医疗、民政、农业补贴等事项，让群众少
跑路、少跑腿。如今，村民们办事方便了，与村民
的关系也拉近了，村里氛围也更加和谐了”。

去年以来，土右旗提前谋划部署，经过多轮
调研排查，按照“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
大化”的要求，集中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效能
提升工作，努力实现空间布局更优化、功能配置
更完备、环境氛围更温馨、服务群众更贴心。全
面推行村“两委”干部在党群服务大厅集中办公
服务，充分压缩原有办公室区域面积，将现有村

党支部办公室、村委会办公室、监委会办公室、
群团办公室整合为一个“综合办公室”，结合村
情实际利用腾退办公室设置产业服务站、文化
活动室、棋牌室、“红色影院”、便民超市等，同时
全部配齐免费 wifi，并配置饮水机、沙发、活动
器材等，做到办公服务一体化，把更多的空间用
来服务村民。此外，还统一建立党员群、村民群
和网格服务群，主要用于活动通知、党员教育管
理、信息公告发布、教育宣传、社情民意收集等，
进一步加强了干群联系，让党群服务中心变得
更有“温度”。

土右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付宇说：“群众
事，无小事。在提升党群服务中心服务效能上，
我们的步伐不能慢，必须要有坐不住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等不起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
实抓好！”开展办公室腾退整合工作以来，土右
旗委组织部各部门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全旗
201 个村已腾退整合办公用房 403 间 9652 平方
米，利用腾退办公室增设文体娱乐、产业发展、物
流快递等便民服务功能室 371 间，建立党员群
201 个、村 民 群 201 个、网 格 管 理 服 务 群 895
个。全旗 201 个行政村腾退整合后用于服务群
众的功能区总面积为 61069 平方米，占比 90%
以上，有效利用阵地资源和微信群提升了基层党
组织服务效能。

“之前咱这村委会，村民来了大都是‘公事公
办’，办完就走，说实话，有点‘冷清’。现在热闹多
了，村民有事没事都要来转转，多了‘人情味’。作
为村干部，忙是忙了点，但和村民交流更多了，关
系也更近了，工作也更好做了！”张彩霞感慨道。

为使党群服务中心能够真正满足党员群众
需求，促使村党组织更好实现服务群众的目标，
在腾退整合办公室、增设功能室的基础上，土右
旗把如何开展好服务作为重中之重。一方面，抓
好村级服务提升，进一步规范党群服务中心管
理，明确了村干部岗位职责、值班服务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加强服务力量，将组织发动能力强的
党员群众纳入到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队伍，为村
民提供服务，有效提升了村民满意度、幸福感。
另一方面，积极对接旗直相关部门，注重融合聚
集各类服务资源，结合村情实际开展农业科技宣
传讲座、送医下乡、文化下乡和贫困户就业技能
培训。党群服务中心效能提升工作开展以来，已
累计举办农资管理宣传、实用技术培训 52次，培
训农民达1千余人次，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20
余次，开展义诊活动10余次，送演下乡9场。

下一步，土右旗将继续在管理制度、服务项
目、活动载体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党群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优化服务效能，真正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李玉琢
实习生 胜利 摄影报道

走进根河“中国冷极村”挑战严寒，体验
在零下 58℃“泼水成冰”的极致，邂逅一场

“冰雪奇缘”，成为人们春节度假的新时尚。
中国冷极村坐落在根河市金河镇，是距

中国冷极点最近的一个村落。这里全年无
霜期不足 60 天，是全国自然条件下气温最
低的地方。

在这里，坐坐雪地摩托、马拉爬犁、狗拉
雪橇，滑滑雪圈和冰车，抽冰尜、玩悠波球，
冰雪娱乐项目应有尽有。在这里，吃地道的
林区特色农家菜，品蓝莓、红豆泡制的果酒，
围着铁锅边做边吃纯冰糖葫芦，睡东北大火
炕，锯木头、劈柈子、生炉子，做一天真正的

林区人。
吃在冷极村，玩在冷极村。原汁原味

的林家大院、原生态的森林风光和极具林
区特色的娱乐活动，让天南海北的游客在
零下近 50℃的严寒天气里嗨翻天。

“从砍树人变成看树人，停伐后，我的
职责是看护好这片原始森林，兼顾经营冷
极村旅游，现在来冷极村的游客越来越
多。”程善忠是金林林场的职工，他经营的
程家大院是网红打卡点。

近年来，根河市依托独特的“冷”资源，
开发冰雪森林生态旅游，旅游热度节节攀
升，“中国冷极村”从昔日的“伐木工聚集
地”华丽转身为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截
至目前，冷极村共承接 6 届中国（根河）冷
极节，接待来自刚果、尼日利亚等国家及台
湾、香港等地区的游客近千人。

““中国冷极中国冷极””浪漫之浪漫之““极极””

冷极村家家张灯
结彩欢喜过大年。

在冷极村过大年。

围着铁锅
边做边吃纯冰
糖葫芦。

坐坐雪地摩托。

在冷极村打秋千
感觉就是不一样。

冷极村的农家院。

云视角视角

土右旗 让党群服务中心让党群服务中心
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之家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