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教育鸣警钟
拒腐防变守底线

城关讯 近期袁和林格尔县看守所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和民辅警走进和林县廉政警示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袁 要求全体党员和民辅警
以反面教材为镜袁时刻警示自己守住底线尧不
踩红线袁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堤坝,
永葆党员民警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遥

为了增强民辅警的廉洁自律意识和防腐
拒变能力袁 该所党支部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袁有针对性地提升党员的自觉意识袁教
育民辅警在八小时外也要自省尧自律尧自重尧
自警遥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袁全体党员坚决
完成野规定动作冶袁认真落实野自选动作冶袁努力
推出野创新动作冶袁做到每个班组都有亮点做
法遥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袁强化党支部引领
作用袁丰富了党建管理措施袁把党建工作贯穿
于监所管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袁 探索形成了
一批可推广的监所管理经验和做法袁 使党员
真正成为争先创优的野领头羊冶遥 渊王宏宇冤

主题党日情味浓
民族团结一家亲

巴音宝力格讯 为了提升党组织的凝聚
力尧 号召力和战斗力袁 增强广大党员的光荣
感尧责任感和使命感袁近日袁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前达门苏木巴音哈哨嘎查尧 巴音满都
呼嘎查尧 巴音高勒嘎查与巴彦淖尔市边境管
理支队乌拉特后旗宝音图边境派出所联合组
织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遥

期间袁宝音图边境派出所民警围绕叶内蒙
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曳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曳尧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宣讲袁
并结合边境嘎查实际袁 针对如何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尧促进党政军警民融合发展尧推进
牧区振兴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袁 为党员干
部上了一堂别具一格尧振奋人心的党课袁进一
步深化了大家对戍边精神的认知和理解遥 此
外袁还从隐患排查尧边境情报尧执勤巡逻等方
面讲解了二十大安保问题袁 进一步激励引导
广大党员群众守边护边爱边固边袁 为牧区振
兴夯实了精神基础遥 渊曲向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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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指勤舆”一体化“双清双打”成效显
赤峰讯 野百日行动冶开展以来袁赤峰市公

安局红山区分局充分发挥野情指勤舆冶一体
化实战化作用袁 不断加大命案积案攻坚力
度袁8月 4日袁 该分局成功侦破 22年前命案
积案袁并将野2000窑01窑12冶李某华被伤害致死
案嫌疑人刘某某和同案涉嫌窝藏尧包庇罪的

马某某押解回赤峰遥
野双清双打冶专项行动打响后袁红山区公

安分局对历年命案积案进行再次梳理袁发现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的一名拾荒人员与

野1993窑09窑17冶 命案在逃嫌疑人宋某某高度
相似袁专案组克服疫情困难袁迅速派出精干

警力驱车赶往安徽省六安市进行核实遥
经过大量摸排走访袁警方确定该拾荒男

子为 29年前命案在逃嫌疑人宋某某袁 并成
功将其抓捕归案遥 经过一夜的突击审讯袁在
大量事实和证据面前袁9月 4日袁 负案潜逃
29 年的命案嫌疑人宋某某如实供述了其于

1993年 9月 17日袁 在红山区昭乌达路铁路
俱乐部附近袁 因琐事与夏某某发生争执袁期
间用方凳击打对方头部致其死亡的犯罪事
实遥 经过红山区公安分局几代人的接续努
力袁终将这泛黄的案卷诉至公堂袁等待嫌疑
人的将是法律的审判遥 渊李向晔冤

乌海讯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公安队伍思
想政治工作袁全面落实各级公安机关爱警暖
警有关重要部署袁推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野百
日行动冶深入开展袁近日袁乌海市公安局在全
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野喜迎二十大尧忠诚保
平安冶心理健康服务基层行活动遥

8月以来袁 各级公安机关在乌海市公安
局党委的统一推动部署下袁 以心理健康服
务尧心理疏导尧专题讲座尧周末讲堂尧团体辅导
等形式袁围绕广大民辅警心理压力应对尧情绪
管理尧心态调整等方面袁集中开展了一系列爱
警暖警心理健康服务活动遥 乌海市公安局采
取邀请健康管理专家做客野周末讲堂冶的方
式袁 为全局民辅警举办身心健康专场讲座遥

授课内容聚焦广大民辅警关心的心理尧身体
健康问题袁进行系统辅导袁着力提升大家的
健康理念和健康知识遥 海勃湾分局以民辅警
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为症结袁通
过形式多样的趣味游戏尧团队活动集中组织
心理团队辅导活动袁为大家释压减负袁舒缓内
心的不适遥 乌达分局通过举办心理健康咨询
活动袁由分局心理教官带领民辅警袁全方位尧
多角度地疏导负面情绪袁积极传播心理健康
知识尧传递身心健康正能量遥 海南分局紧密
结合警营文化建设袁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和
丰富生动的团体活动尧小游戏使大家从紧张
的工作状态中走出来袁切实为民辅警身心健
康减负增效遥 交管支队以野表彰先进尧减压增

志尧凝聚警心冶为活动主题袁精心组织 40余名
表彰先进和新入职民辅警积极开展了户外
素质拓展训练活动遥

乌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民辅警心理健康
建设袁长久以来袁一直将其作为公安队伍思想
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袁常态化推进袁长效
部署推动遥 此次组织开展的野喜迎二十大尧忠
诚保平安冶心理健康服务基层行系列活动袁是
市公安局党委关心关爱民辅警身心健康尧落
实从优待警政策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袁在党的
二十大安保维稳的关键时期举办此次活动袁
对帮助民辅警舒缓压力尧凝神聚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遥

渊张涛冤

乌海市公安局：心理健康服务暖警爱警凝警心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为进一步净化校园
环境袁 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袁近
日袁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民族中学举办了校
园防欺凌专题讲座袁特邀该校法制副校长袁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西把栅派出
所副所长王云龙尧 民警程天浩为该校学生
进行讲解遥

讲座上袁 王云龙从校园欺凌的含义尧特

点尧如何区分校园欺凌和同学之间普通的矛
盾尧预防校园欺凌的必要性等方面袁为学生
们做了全面细致的讲解遥 随后袁程天浩结合
生动的案例袁为学生们剖析讲解了校园欺凌
的危害性袁并提出了应对校园欺凌的措施遥
赛罕区民族中学副校长牛玉军呼吁学

生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增强法律意识袁提升自
我保护意识袁远离校园欺凌遥

预防校园欺凌 共创和谐校园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高倩茹冤
为积极贯彻落实公安机关 野双清双打冶专
项行动袁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野百
日行动冶袁近日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尧荣乌高速公路大队尧鄂尔多斯市
正汇有限公司在荣乌高速公路康巴什收
费站联合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袁竭力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尧平稳有序遥
活动中袁 宣传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材

料尧讲解典型事故案例等方式袁面对面向
驾驶员讲解遵守交通尧文明出行尧规范使
用安全带的重要性袁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
立交通安全意识袁 从源头上杜绝交通陋
习遥

携手宣传氛围浓 遵章守法文明行

武警锡林郭勒支队紧盯任务实际袁抓教育尧练技能尧强素质袁扎实开展新兵岗前培训遥 该
支队组织新兵参观了目标单位尧中队荣誉室袁使新兵深知肩负的使命神圣袁深感岗位的责任
重大袁同时加强法规教育和警示教育袁切实打牢新兵思想基础遥 王冠宇 摄

青春担使命 热血铸军魂

乌海讯近日袁乌海市海南区拉僧仲街道专
职网格员在网格巡查中发现袁海南区四完小路
口上下学期间因接送学生家长在机动车道上
随意停放电动车尧机动车袁导致学校周边道路
拥堵尧通行受阻遥 于是袁立即将该问题通过网格
通进行上报遥 拉僧仲街道分中心接到问题后经
研判袁将该工单通过平台上报至区区域社会治
理中心遥 区中心收到工单后袁第一时间联络海
南交警大队及时联动处置袁同时以点带面对海
南区其他校区上下学期间的道路交通情况进
行排查遥 当日袁海南交警大队增派执勤民警对

四完小门口及周边上下学期间接送学生的车
辆进行引导袁对随意停放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阻袁全力维护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遥
今年以来袁海南区区域社会治理中心充分

发挥海南区市域治理野四级联动冶工作机制的
优势袁联动处置问题 481件袁初步实现了网格
员野未诉先办冶与中心和专业部门野接诉及办冶的
紧密结合遥 通过网格员日常巡查袁提前发现群
众还未反映的问题袁并及时有效解决隐藏的安
全隐患袁着力将矛盾化解在源头遥
下一步袁区中心将进一步推进野四级联

动冶机制运行袁将网格员与视频监控的日常巡
查形成互补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袁提高主动发
现矛盾纠纷尧社会治安尧公共安全等相关问题
的能力袁依托区中心智能化平台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袁不断提升海南区市域社会治理能
力袁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遥 渊张艳莉冤

“四级联动”+“未诉先办” 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沙场点兵淬铁军
以练促战护平安

呼和浩特讯 9月 28日上午袁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野喜迎二十大尧忠诚保平安冶2022秋季
反恐怖和特巡警应急处突拉动演练暨警体比
武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训练
基地举行遥 此次应急处突拉动演练集结呼市
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及全市 9个旗县
区公安渊分冤局近 300名公安反恐怖和特巡警
队员袁动用特种车辆 40余量袁各类警械武器
装备等 300余件套遥

此次演练以最小作战单元为主袁 紧密结
合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袁 针对性设置处置紧急
突发事件演练科目袁 检验各单位最小作战单
元快速反应能力遥 各参演队伍先后完成了小
单元防刀斧砍杀处置尧 小单元校园突发事件
处置尧小单元群体性事件处置尧小单元防暴处
突阵型演练等 9个科目遥

演练期间袁全体参演队员精神饱满尧警容
严整尧士气高涨尧协同作战袁整个拉动过程组
织严密尧程序规范尧响应迅捷袁充分展示了首
府公安反恐怖和特巡警队伍野尖刀冶野拳头冶力
量的精湛技能和过硬本领遥通过演练袁全面提
升了首府公安队伍的快速反应尧协同作战尧组
织指挥以及后勤保障综合能力袁 彰显了首府
公安机关坚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坚强决心
和旺盛斗志遥 渊宋瑞轩 樊敏 赵青冤

联合检查除隐患
筑牢消防安全线

乌海讯 为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袁
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近日袁乌海市海
勃湾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住建局尧社区袁对辖
区部分公寓消防安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遥

期间袁检查组对各公寓疏散通道尧安全出
口是否畅通袁灭火器和消火栓压力是否正常袁
疏散指示标志尧 应急照明灯设置是否符合要
求袁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袁灭火疏散
应急预案是否建立健全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
查遥针对发现的问题袁检查人员要求单位负责
人立即整改袁不能当场整改的依法开具叶责令
限期整改指令书曳遥 同时袁督促场所负责人结
合实际认真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袁 加强消
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及日常防火检查巡查力
度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袁坚决遏制火
灾事故发生遥

下一步袁 该大队将持续开展消防隐患整
改工作袁定期对各场所开展消防检查袁全面落
实职能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袁 切实
排除各项安全隐患袁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遥 渊崔抒宇冤

举办新生开笔礼
文化传承启童心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9月 28日袁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钢铁路第二小学举行了纪念孔子诞
辰 2573周年暨一年级新生开笔礼活动遥自治
区关工委副秘书长张晋华尧 自治区关工委普
法办主任尧 内蒙古孔子学堂推广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马存锁等领导出席活动遥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遥 学校
为一年级新生举行了野开笔礼冶仪式袁同学们
正衣冠尧拜孔子尧朱砂启智尧启蒙识字袁进一步
让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遥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第二小学校长
李明山表示袁野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袁 使学生们
把上学求知看成一个神圣的使命袁 激励学生
珍惜读书机会尧 勤奋学习尧 健康成长遥 2022
年袁 是回民区钢铁路第二小学开展 耶读圣贤
书尧修君子品爷特色建设的第十个年头遥目前袁
学校特色建设已结出累累硕果袁 校园已成为
浇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袁 未来将继续
谱写灿烂篇章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