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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建龙 勾寅生 记者朱晴）近日，大安
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工作部署要求，
通过对各类刑事犯罪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细致梳理、
深度研判、持续追踪，相继成功抓获4名网上在逃犯罪
嫌疑人。

1月1日，大安市公安局安广镇派出所民警在工作
中发现，因涉嫌诈骗罪被山东省微山县警方网上通缉
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月在安广镇有活动轨迹。办案民警
通过采取综合侦查手段确定该人位置后，经耐心蹲守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月成功抓获。

1月2日，大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网安大队民警

奔赴吉林省公主岭市，经过2天跟踪侦查，于1月4日
凌晨，将涉嫌2021年9月在辽宁省昌图县入室盗窃、
2022年1月被辽宁省警方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徐某
英抓获归案。

此外，大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经缜密侦查，将涉嫌
系列盗窃大型工程车辆柴油、电瓶案件的2名松原籍网
上在逃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并扣押作案使用的轿车1
辆，缴获柴油1.36万余升、油桶及其他大量作案工具。

大安公安

精准研判持续追踪 成功抓获4名“网逃”

“白鹤张新羽，祥图长乐；寒江
洗旧尘，吉地大安。”这副联是为了
迎接新春佳节，65岁的大安市嫩江潮
诗社负责人徐艳丽新创作的。

春节将至，年味越浓，广大诗词
爱好者会用什么方式迎接新的一年？
近日，记者来到大安市，走进由文学
艺术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
大安市嫩江潮诗社。

“天高飞瑞雪，地厚映红梅”“桃
符奉喜添祥瑞，喜鹊登枝报早春”

“冬衔大地千梅绽，春吻神州万物
新”“乡村新貌，又遇春风重绘；城
市通途，可将梦境延伸”……在诗社
里，这些楹联作品有的高高悬挂、有

的墨迹未干。据徐艳丽介绍，为了欢
度春节，近一段时间，文友们不仅创
作了大量的楹联作品，以文会友，或吟
诵诗词，或挥毫泼墨；还积极参与“送
春联下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写春联、
送福字，迎接佳节和美好春天的到来。

“我创办诗社，目的就是把更多
对诗词歌赋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些，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享受

传统文化的美好与幸福。”徐艳丽
说，诗社的文友们平均年龄60岁以
上，他们以文会友，弘扬传统文化。

据了解，近年来，诗社积极组织
并参与文化活动，先后参加了2018
年白城市老城改造楹联文化街征联活
动、2019年白城市征集猪年原创春
联、2020年“吉林大安嫩江湾国家
湿地公园楹联征集”活动、2021年

大安市“清廉鹤乡”诗联征集活动，
很多文友都在征联活动中获奖。同
时，在徐艳丽组织下，诗社的文友们
定期举办培训班和创作活动，并积极
参加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丰富了当地
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另外，该诗社
还在当地文化宣传系统的领导下，成
为活跃在大安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
为助力城市文化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大安市嫩江潮诗社共有45名诗
社文友，其中有年近八十的耄耋老
者，有不足十岁的垂髫少年。现在他
们有的依然在参加写春联和福字的活
动，直到年前。”徐艳丽说。

本报讯（记者李彤君）为实现“政务高效、法治
公正、市场诚信、文化繁荣、生活便利、社会稳定、
生态文明”的总目标，去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紧密围绕创城工作整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加强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力
度，营造卫生整洁规范文明的市场环境，扎实推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局党组深入分析研判，制发了《白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并召开了白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动员部署会，对本年度的创城工作进行了详细分工部
署，根据具体任务分工，压实责任到人，确保创城工
作取得良好成效。

按照创城工作分工，该局负责实地考察点位共11
个，其中包括1个限下商场、4个超市、4个宾馆中的餐
厅和2个个体窗口，2个个体窗口分别是注册分局个体
窗口、洮北分局审批办。配合市商务局完善6个农贸市
场的创城工作，主要负责其中食品经营户的亮证亮照、
无过期变质食品等工作。

该局针对实地点位具体情况，明确了每个点位具
体责任人，由局党办统一调度安排创城工作，创建微
信工作群，实地点位张贴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文明宣传海报和各种指示标识。按照创城标准对实
地点位定时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责成点位负责人与经
营者直接对接整改。

《2022年白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综合整治提
升”行动方案》下发后，该局党组高度重视，结合各成员
单位的监管职责，制发了《关于开展经营场所秩序专项
整治的工作方案》。立足监管，开展经营场所专项整治，
对我市部分餐馆、超市等经营场所在常态化监管的同
时，开展了经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对2000余户餐
饮户进行了专项检查，查验了营业执照，对销售的食品
进行了抽样检查，明确要求杜绝出售过期、变质、劣质食
品，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对餐厅内的设施摆放整齐提出了
建议，并要求餐馆在醒目位置张贴光盘行动、反对浪费等
宣传标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等，督促业户严格执行
亮证亮照、生熟分离、垃圾分类等文明经营制度。

通过有力监管、合理整治，有效规范了白城市市
场经营秩序，净化了市场环境，营造了一个整洁、卫
生、安全的市场环境，助推了白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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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一达 陈宝林）近日，
通榆县八面乡在积分兑换超市开展了
兑积分换年货活动。

活动期间，兑换超市里年货琳琅满
目，有米面粮油、糖酒茶、大红灯笼等，
还有县书法家协会书写的春联、福字
等，都是广大群众过年要置办的年货。
村民人手一张“德行天下”积分卡，用参
与劳动、争做志愿者、争做各类模范、参
与秸秆禁烧、整治地趴粮获取的积分，
兑换满满的年货，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洋
溢着幸福和喜悦。

活动中，村民在兑换年货的同时，

争相讨论的话题不再是东家长西家短，
而是转变问谁家参与的活动多，谁家积
分赚的多，谁家被评选为“干净人家”

“四道模范”等类别家庭，谁获得了“通
榆好人”“最美儿媳”等荣誉称号，谁家
孩子教育的好，考上了重点大学。去年
一年来，通榆县八面乡的“小积分”推进
了“德治”体系建设，激活了村民的内生
动力，让广大村民勤恳务实，积极参与，
纷纷争做典型，真正让《村规民约》走进
千家万户，实现了家园更美丽，民风更
淳朴。据了解，本次兑换年货活动共计
兑换积分54401分。

积分兑换年货 收获幸福喜悦
通榆县八面乡年味浓

欢聚一堂迎新春 冬日再涌嫩江潮
●本报记者 王晓彤

文明旅游 欢度春节
●本报记者 张赫

举全市之力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白城长安机场春运期间

单日运输生产量创历史新高

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即将来临，大家
喜欢以旅游的方式享受假期、放松身心，
但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对文明的“习惯性
忽视”、对自身行为的过度放纵，也为原本
快乐的旅行徒增了不少烦恼。

在我们旅行的背包里，还应装着文
明，只有文明一路作伴，路上风景才会
更加美好。春节出行期间提倡市民做到
以下几点。一是文明出行。要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听从交通警察和交通信号指
挥。要走人行道，不跨越交通隔离护栏，
不抢行机动车道，不乱闯红灯、不乱穿
马路、不并排骑自行车或并排行走；在
行人拥挤的路段，不三五成群追跑打
闹，横冲直撞，不乱停乱放交通工具；不

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无安全保
障的水边嬉水、玩耍、游泳。二是文明乘
坐。主动配合乘务人员维护公共秩序，
要按顺序、慢步轻声地乘车、登机或上
船；扶老携幼，不抢占座位，主动为老弱
病残孕让座，不大声喧哗。三是文明举止。
要礼貌用语，语言规范，讲话注意场合，态

度友善；穿戴整齐、不在公共场所抽烟，不
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尊重
别人，不强行与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
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
员的劳动。四是文明观光。充分尊重所到
国家、地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摒弃
不良习惯；要讲究社会公德，爱护公物，特

别要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不乱刻乱画，不
得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应遵守规定。
五是文明入住。爱惜宾馆酒店公共设施，
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
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提倡健康娱乐，
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六是
文明就餐。在外就餐时不宜大声喧哗，不
宜铺张浪费，对待服务人员要礼貌，野餐
之后莫留下一片狼藉。

另外，在旅游过程中应自觉遵守《中
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
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维护环
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
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利，以礼
待人，健康娱乐，文明旅游。

本报讯（王鸿睿 记者姜宁）今年春运以来，白城长
安机场航线运营持续升温，1月15日当天保障旅客运
输量655人次，航班运输8架次，创通航以来单日旅客
吞吐量、航班保障架次历史新高。

白城长安机场始终践行国有企业使命担当，积极向
市直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推动新航线开发。目前，白城长
安机场通达的航点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大连、
青岛两个半岛沿海城市和一个省会城市石家庄。

今年春运以来，白城长安机场共保障旅客运输量
3017人次，航班运输44架次，同比分别提高117.83%、
57.14%，面对客流量持续攀升、复杂天气、人员短缺等

影响，白城长安机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
安全，以慎终如始的不变定力抓防疫，以真心实意的为
民情怀抓服务，相继推出迟达旅客“长安出行、放心行”
等服务产品，让广大旅客享受到“长安出发，温馨如家”

的美好乘机体验，确保了机场总体平稳安全运行。
今后，白城长安机场将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

的正确领导下，抓住航空市场全面恢复的有利时机，稳
步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航）为关心关爱
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尊重感、幸福感、获得感，
近日，我市开展了“笔墨迎春·情暖
军心”拥军优属共筑文明家庭暨为困
难退役军人送春联、送温暖、送祝福
活动。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市诗词楹联家协会联合主办。活动现
场，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红彤彤的纸

上，行书、楷书、草书等字体各显神
韵，飘着墨香，带来浓浓的年味。一
副副祝福的春联，一张张吉祥的福
字，不仅承载着满满的新春祝福，还
描绘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活动中，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的代
表还分别来到5位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走
访慰问，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市诗词
楹联家协会主席孙英创作的嵌名春联。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送出100余
副（个）春联和福字。

笔墨迎春 情暖军心
我市开展为困难退役军人送祝福活动

春节临近，为了采撷坚守一线的
交巡警保安全畅通的工作场景，记者
走进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四大队阳光
广场警务室进行采访。此时，他们正
在处理一起交通违法案件。当事人董
先生此前刚刚驾驶无号牌小型轿车闯
红灯，被巡逻民警截获，并将他带进
警务室，依法予以处罚。

当天上午 10时 20分，四大队巡
逻民警杨文、辅警沈佳男和黄伟巡逻
至白城经开区幸福街与庆学路交汇
处，发现一辆黑色无车牌的小型轿车
通过路口时，加速闯红灯行驶。杨文
立即驾驶警车跟随，并迅速向驾驶员
喊话，示意他停车接受检查。哪知驾
驶员不但没有停车，反而沿民主路加
速向瑞光街方向快速驶离，并在此过
程中，该车辆再次闯红灯，随后驶入
路旁小区内，企图逃逸。杨文等民

警、辅警在长庆街与民主路交汇处截
停了这辆车。

驾驶员董先生被带回警务室后，
一再辩称自己有急事要办，要去取一
台载重车。中队长程兵告知他：“如
果你家中确实有急事需你前往，出于
人性化执法，交巡警可以理解也会积
极帮助你。你所述的理由不足以认定
为急需，要依法依规处罚。” 据办案
民警介绍，当时的时间段正是人流密
集的时间，董先生在主干道交叉路口
的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
严重后果。董先生所持驾驶证为 B
型，车辆临时号牌有效。交巡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其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2分
的处罚。同时，董先生将面临驾驶证
满分学习教育和科目一的重新考试。

处理完这起交通违法案件时已经
中午 12点多，执勤的民警和辅警泡
上了方便面。记者便问道：“这就是
你们的午饭？”沈佳男笑着说：“也不
能说这是午饭，春节前后是我们最忙
的时候，早上8点前就上路执勤，基
本没时间吃早饭，中午大多也是过了
饭点才有时间吃饭，算是两顿饭合成
一顿饭吧！”

记者了解到，为了全力做好春运
期间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元旦以
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加大街面巡
逻巡查力度，投入警力 4864 人次，
整治交通违法43977起，同时处理治
安案件 72起，努力确保百姓平平安
安过春节。

图为民警在对违章车辆进行确
认。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坚守一线 护航平安
●本报记者 李彤君

日前，市委保密办党总支组织党员深入到共建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家庭，为他们
送去生活物资和新春祝福，并详细了解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高雅凡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彤 李彤君 张殿文）为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幸福文明的节
日氛围，近日，市文联组织域内书法名家、文艺
志愿者开展了“十百千万 迎春送福”暨红色文
艺轻骑兵活动。

活动中，市文联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及书法家
等，先后走进白城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白城
工业园区管委办、洮北区长庆街道白鹤社区、白
城欧亚购物中心和镇赉县东屏镇白音河村。每
到一处，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书写的春联字体多
样，各显神韵，随后他们将春联和福字送到消防
指战员、工厂工人、社区群众、商户业主、农村
居民和脱贫户的手中。

“多年来，过春节、送春联这项文艺志愿服
务活动早已成为市文联的保留项目，同时也是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具体体现，通过我们的
努力，让高雅的艺术更加接地气，为新春佳节增
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市文联主席夏光说，
今后他们将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助力
白城文化建设。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书写春联和福字600余
副（个）。

近日，白城经开区保平街道阳光社区联合白城诚信电力物业公司共同开
展了“写春联、送祝福，情满家园、爱在社区”主题迎新春活动。活动中，他们邀
请洮南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老师现场为辖区居民写春联和福字。

本报记者段卫军 马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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