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 岳科坚 通讯员 林涛冤为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
和能力袁 预防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
生袁 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公安处八面城车站
派出所在管内各车站积极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活动袁织密反诈宣传网袁全力守护人
民群众野钱袋子冶遥

活动中袁 八面城车站派出所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尧现场讲解等方式袁向旅客群众和铁路
职工介绍了电信诈骗的惯用手法尧 作案方式
及识别尧防范技巧袁并把野冒充耶公检法爷冶野杀
猪盘冶野投资理财类冶 等网络诈骗类型向旅客
群众和铁路职工进行了详细介绍袁 提醒旅客
群众和铁路职工要增强防范意识袁 提高警惕
性袁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资料尧短信验证
码等重要信息袁拒绝向陌生人汇款尧转账遥

织密“反诈”宣传网 守护群众“钱袋子”

锡林郭勒讯 近日袁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
管支队对 2023年野春运冶野两节冶野两会冶道路
交通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全方位部署袁 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遥

会上袁 该支队对全盟交管工作进行了分
析研判袁指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袁
并决定由该支队领导带队不间断地下沉一线
包片蹲点督导遥 同时袁会议强调袁各大队切实

增强做好春运交通管理工作的紧迫感尧 责任
感和使命感袁发挥好各自的职能作用遥要规范
执勤执法袁严格做好个人防护遥要加强值班备
勤和信息报送工作袁 及时妥善应对各类突发
事件遥 做好野两节冶野两会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保卫工作袁责任重大尧任务艰巨袁各大队要做
到细尧严尧实袁全力保障野两节冶野两会冶期间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遥 渊王顺冤

部署安保工作 确保春运安全

慰问基层民辅警 履职担当护稳定
研究部署消防工作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通辽讯 近日袁通辽市政府组织召开全
市极端天气应对及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
会议袁 研究部署强降温天气应对准备工作
和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遥

会议指出袁近期袁该市将迎来降雪尧降
温尧大风等极端天气袁同时伴随春节到来袁
燃气尧 交通尧 消防等领域安全隐患风险叠
加袁 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力很
大袁各地有关部门要时刻绷紧防风险尧保安
全尧护稳定这根弦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可能
造成的灾害事故袁迅速行动起来袁全力以赴
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袁 确保全市人民度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遥

会议强调袁各部门要精准研判好大风尧降
雪等天气对农业设施的影响袁 立即组织开展
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袁 最大限度减少
灾害造成损失曰要针对交通尧燃气尧消防等领
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部位袁 扎实做好风险排查
整改工作袁彻底清除视野盲区和薄弱环节曰要
时刻紧盯各类祭祀活动袁引导群众文明祭祀袁
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和火灾隐患曰 要加大风险
防范宣传力度袁及时发布灾情信息尧预警信息
和倡导建议袁 切实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应急
避险救护能力遥 渊曾歆茗冤

消防宣传进“药店”
安全“处方”带回家

鄂尔多斯讯 为进一步落细落实消防
安全宣传工作袁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袁近
日袁 鄂尔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全市核酸
采样小屋改造成的野发热药店冶设置宣传展
板袁 切实提高全市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救能力遥

全市累计共摆放消防宣传展板 40 余
块袁基本覆盖了全市政府打造的临时野发热
药店冶遥宣传展板内容以一起起惨痛的火灾
案事故为例袁 给群众传授了如何预防火灾
及火灾发生后如何逃生等知识袁 让群众在
购买药品的同时袁学习消防知识袁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和火灾预防处置能力遥

此次在野发热药店冶设置宣传展板的工
作袁提高了全市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袁进一
步扩大了消防宣传阵地袁 夯实了全民消防
安全教育工作遥下一步袁该支队将到各大药
房尧疫苗接种点设置宣传展板袁为群众开出
一剂强有力的野消防处方冶遥 渊张卓冤

“北疆蓝焰”送万福
消防理念进万家

巴彦淖尔讯 为扎实做好春节期间消
防宣传工作袁让野习惯安全尧人人消防冶的理
念深入人心袁近日袁巴彦淖尔市消防救援支
队开展野北疆蓝焰送万福冶主题宣传活动袁
将制作精美的春联尧 窗花等礼品及一声声
浓情的消防平安宣传语送进千家万户遥

活动中袁该支队深入街道社区尧农村牧
区及独居老人家中袁针对居民用火用电尧燃
放烟花爆竹尧节日走亲访友等情况袁向居民
讲解了家庭防灭火常识遥

同时袁 该支队在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固
定宣传阵地袁通过有奖问答尧游戏送野福冶尧
注册学习平台等方式袁 让广大群众认识消
防尧了解消防遥

活动期间袁 该支队官方快手号及当地
媒体对整个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袁 累计
15000余人通过线上参与的方式袁学习消防
知识袁并领取了精美的春联遥

下一步袁该支队将通过多种宣传形式袁
扎实开展春节前夕消防宣传尧野北疆蓝焰送
万福冶系列活动袁进一步提升全民消防安全
意识袁让野习惯安全尧人人消防冶理念深入人
心遥 (王晶)

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提示院 家中要注
意用电安全袁 不使用劣质尧野三无冶 电器产
品袁不乱接电源袁不超负荷用电袁不得安装
不合规格的保险丝尧保险片遥经常检查电气
线路尧配电设施尧电源插头袁发现松动和发
热要及时更换和紧固遥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近日袁巴彦淖尔市副
市长尧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尧局长达日汉夫深入
甘其毛都口岸公安分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袁实地督导自治区野两会冶和春节安保工作袁
并看望慰问了基层民辅警遥
宣讲会上袁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尧全国最

美基层民警尧甘其毛都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斯
日古楞袁全国二级英雄模范尧甘其毛都边境

派出所所长黄健袁 口岸分局副局长王海宽尧
辅警代表任凯等同志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袁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袁踊跃发言袁畅谈学习感
悟遥 同时袁达日汉夫与大家互动交流袁一一解
答大家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存在
的问题遥

达日汉夫强调袁要积极创新学习方式袁做
到全面系统尧学深悟透尧扎实推进袁坚持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尧
锤炼党性尧推动工作实践的强大力量遥 要强化
履职担当袁坚持野百姓过节尧公安过关冶袁以野万
无一失尧一失万无冶的标准袁承担起守护平安
的重大责任袁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遥 围绕自治区野两会冶和春节等重要节点袁扎
实做好防风险尧保安全尧护稳定各项工作袁确
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遥

开展治安大清查
遏制犯罪保安全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王向卿冤春节
前夕袁为了营造祥和安定的氛围袁形成打击违
法犯罪的高压态势袁近日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东胜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启动了 野春节
前社会治安大清查专项行动冶遥

春节期间袁 该大队以治安大清查专项行
动的方式袁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袁
全面清剿社会面治安隐患袁 确保节日期间社
会环境安全稳定遥 在清查行动中袁该大队民辅
警紧盯重要节点尧重点部位袁严格落实巡逻防
范尧重点管控尧应急处置等工作袁不断加大巡
逻防范力度袁进一步提高见警率尧管事率遥

此外袁 该大队还针对春节期间各大商场
人流量大的特点袁在开展武装巡逻的基础上袁
抽调精干警力在每日购物高峰期携带警犬开
展重点商圈步巡袁有效遏制扒窃案件发生袁全
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 让人民群众
真切地感受到野人民警察就在身边冶遥

维护管内治安稳定
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赤峰讯 2023年春运是疫情防控政策调
整后的首个春运遥 通辽铁路公安处赤峰西车
站派出所提高政治站位袁以野万无一失冶为工
作目标袁提前谋划袁周密部署袁通过召开民警
大会袁对春运安保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袁迅速开
展了系列行动袁筑牢铁路安全防线袁为春运安
保创造安全有序的治安环境遥

行动中袁 该派出所通过对铁路内部单位
消防检查尧 线路治安隐患排查尧 视频盯控列
车尧站区巡防尧危险品查缉尧反诈法治宣传等
重点工作持续发力袁多维度尧全方位尧无死角尧
全覆盖保障春运旅客出行平安和管内治安稳
定遥

此外袁赤峰西车站派出所联合地方公安尧
铁路内部单位多次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
练袁 切实提高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和路
地协同配合水平遥

(苏彦丞)

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阜新讯 为全面抓好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和
宣传工作袁确保辖区春运期间消防安全袁锦州
铁路公安处阜新南车站派出所通过高频次尧
强力度消防检查袁不断提高辖区铁路职工尧沿
线周边居民及旅客的消防安全意识遥

该派出所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力度袁 统筹
抓好沿线尧车站尧人员密集场所尧易燃易爆场
所及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管理袁 督促铁路内部
单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袁加强火灾防控工作曰
组织民警前往候车室尧铁路道口尧沿线村屯尧
内部单位等地袁向铁路职工尧候车旅客尧沿线
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袁 重点讲解了职场用
火用电用气管理尧消防法律法规尧农村火灾预
防须知尧 高层建筑火灾应对措施等内容遥 同
时袁 组织民警前往阜新线路车间开展消防安
全培训及演练袁 通过模拟火情发生和组织灭
火尧疏散引导等流程袁增强车间职工消防应急
处置能力遥 (乔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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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德尔讯近日袁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召
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渊扩大冤2023年第一次学习研
讨会袁该所党委书记尧所长孙鑫主持学习会遥

会议对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尧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十一届四次
全会精神及 叶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戒毒所党委

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方案曳进行了传达学习袁该
所党委班子成员和民警代表结合自身工作进行
了交流研讨遥

会上袁 孙鑫提出要认真做好民主生活会各
个环节工作袁确保谈心谈话走野深冶尧问题查摆找
野准冶尧批评辣味加野足冶尧问题整改抓野实冶袁确保

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开出真质量袁开出真实效遥
要把这次民主生活会作为所党委班子加强党性
锻炼尧提高履职能力的新起点袁在全面学习尧全
面把握尧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带好头尧作
表率袁动真碰硬抓好整改落实袁推动党的二十大
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遥 渊齐环宇冤

图牧吉强戒所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第一次学习研讨会

乌兰察布讯进入新年袁 武警内蒙古总队乌
兰察布支队进一步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袁在一
张一弛中帮助官兵减压释负袁在寓教于乐中助力
官兵健康成长袁营造出浓厚的军营文化氛围遥

近年来袁该支队坚持把开展军营文化活动
作为提升官兵文化素养的野加油站冶尧密切内部
关系的野润滑剂冶尧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野助推器冶袁

持续开展了一系列陶冶官兵情操尧 激励官兵斗
志尧有益官兵身心健康的军营文化活动袁让官兵
在精神上解闷尧在文化上解渴尧在心理上解压袁
营造出了充满文化气息尧 催人奋进向上的军营
文化氛围袁愉悦了官兵身心袁激发了官兵斗志袁
增进了官兵友谊袁提升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渊郭成 姚明宇高昆冤

营造军营文化氛围 助力官兵健康成长

本报讯 渊记者 岳科坚 通讯员 赵静冤春
节来临之际袁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看守所
党支部开展了在职党员进社区走访慰问主题
党日活动袁 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持续将野我

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做实尧做细尧做深袁该
看守所党支部与驻地村党组织 渊东沟村党支
部冤开展了结对共建遥经调研走访了解到袁东沟

村中有几户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和困难党员袁
该看守所党支部在职党员深入东沟村看望慰
问困难群众和党员袁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基本
情况及生活中面临的困难袁并向他们宣传了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各项惠民政策袁勉励他们坚定
信心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遥

通过此次走访慰问主题党日活动袁 进一
步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袁 让困难群众感受
到公安民警心系群众的温情和关怀遥

春节慰问暖人心 警民鱼水情更深

开展反恐演练 提升处突能力

通辽铁路公安处奈曼车站派出所组织民警和铁路职工开展反恐野最小作战单元冶演练袁通过实
操和讲解袁不断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袁为旅客出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遥 谭富东 马云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