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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问候送真情
浓浓关怀暖人心

呼和浩特讯 近日袁 内蒙古消防救援总
队总队长李俊丰到巴彦淖尔市消防救援支
队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袁并送去新春的祝
福遥

在支队机关袁李俊丰听取了春节期间值
班值守情况汇报袁参观了支队队史馆袁了解
了巴彦淖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里程袁观摩了
指挥中心建设和指挥调度系统功能展示袁并
实地查看了全媒体中心袁详细询问了新媒体
关注热度尧全媒体中心外聘人员待遇保障等
情况遥

在新华东街特勤站袁 李俊丰看望慰问了
坚守在执勤一线的指战员袁 并与指战员交流
座谈袁 询问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和伙食保障
情况袁 了解基层指战员的所思所想尧 所盼所
愿遥

期间袁李俊丰勉励大家守正创新尧团结奋
斗袁 始终保持枕戈待旦尧 快速反应的备战状
态袁要站在野两个至上冶的政治高度袁切实抓好
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袁 确保火灾形势和队伍
内部安全稳定遥 要将全体消防救援人员思想
意识统一到消防救援局和总队党委决策部署
上来袁充分应对野三大挑战冶袁牢牢把握野三大
机遇冶袁始终保持野三个定力冶袁集中精力攻坚
抓好野六大重点工程冶袁奋力推进全区消防救
援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渊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供稿冤

春节我在岗
守护万家安

锡林郭勒讯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消防
安保工作袁确保春节期间全盟火灾形势的持
续平稳袁近日袁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彦尧盟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王福泉带队对
锡林浩特市部分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指
导工作遥全盟消防救援机构联合应急等部门
同步开展对商业综合体尧超市尧宾馆饭店尧公
共娱乐场所尧高层公共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
夜查行动遥 全盟共出动 13个检查组开展检
查遥

此次夜查重点检查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情
况尧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袁核查消防设
施是否正常运行袁消防通道尧安全出口和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袁消防指示标识是否完备袁是否
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等遥 针对检查出的消防
安全隐患袁 检查人员立即要求各场所消防安
全责任人立即采取整改措施袁 并叮嘱单位负
责人提高火灾防控意识袁 全力抓好人防尧物
防尧技防措施袁强化单位人员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袁确保火灾形势平稳遥 夜查期间袁全盟共检
查社会单位 50家袁 发现火灾隐患 109处袁整
改隐患 89处遥 渊翟东冤

集中开展夜查行动
排查清剿火灾隐患

乌海讯 为确保春节期间全市消防安全
形势保持稳定袁结合当前火灾防控重点袁连日
来袁 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
夜查行动袁全力排查清剿火灾隐患袁为人民群
众营造一个平安尧稳定的节日环境遥

期间袁检查组重点对影院尧KTV尧酒吧等
娱乐场所和宾馆饭店尧商场尧超市等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突击检查袁 并实地查看消
防设施尧安全出口尧疏散通道尧消防控制室等
运行情况遥 每到一处袁检查组都认真贯彻野指
导式冶检查尧野说理式冶执法工作理念袁采取边
检查尧边培训尧边整治尧边教育的方式袁反复叮
嘱单位场所负责人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袁严格防火检查尧巡
查等制度袁确保消防安全遥

截至目前袁共出动检查组 8个袁集中对辖
区商圈尧大型商业综合体尧酒店尧KTV等场所
开展重点排查袁累计检查单位 41家袁发现隐
患 112处袁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86处袁及时消
除了一批火灾隐患遥 渊崔抒宇冤

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提示院 复工复产单
位应当及时检查单位电器尧 燃气等设备完好
情况遥 车间尧仓库内严禁吸烟袁严禁违规使用
大功率电器遥

本报讯渊记者 金丽 通讯员 吴俊晖冤近日,
俄罗斯籍申请人大山渊化名冤抱着儿子从满洲
里市公安局口岸签证办公室民警手中接过停
留期限为 30天的短期团聚类签证袁 内心十分
高兴袁因为有了这张签证袁他和妻子张女士就
能带着两个孩子回中国探亲了遥
张女士是中国公民袁因为疫情原因袁已经

三年没有回国探亲遥 口岸恢复通关的消息传来
后袁张女士喜出望外袁当即和丈夫商量回国探
亲事宜袁却听说俄罗斯领事馆申请签证已经排
到了 3月份袁 这让思乡心切的张女士十分焦
急遥 就在这时袁她得知满洲里公路口岸能办签
证的消息袁 便和丈夫带着孩子从俄罗斯出发袁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满洲里公路口岸签证大
厅申请办理签证遥
满洲里市公安局口岸签证办公室民警经过

认真审查袁 按照规定为大山和其俄罗斯籍儿子
小米渊化名冤办理好了入境手续袁而这一过程仅
用了 10分钟遥 野这样袁我们一家四口就能在最短
的时间回国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了袁 祖国优化
入境的政策让人感到温暖浴 冶张女士激动地说遥

满洲里完成恢复通关后外籍申请人首签

主动作为履职责
改进作风促整改
锡林郭勒讯 每当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

支队出台重大决定尧决策袁必须限期内保质保量
完成工作任务时袁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
督查大队冲锋在前尧靠前督导袁为决策的贯彻执
行保好驾护好航遥
近年来袁该督查大队以野改进作风尧增强进

位冶为契机袁对全盟交警在岗履职尧警容风纪尧内
务卫生尧 日常工作及执法规范化等进行督导督
查袁要求民警提高政治站位袁自觉把行动统一到
党委决策部署中袁 积极主动作为袁 认真履职尽
责袁高标准严要求袁并在督查中找问题尧强热项尧
补短板尧促整改尧抓落实尧务实效遥
当前正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袁该督查大队民警继续坚定政治立场尧提高
政治站位袁做好督查工作遥 渊王顺冤

加大排查整治力度
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薛家湾讯 为切实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袁

及时发现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袁 有效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袁近日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准格尔旗大队全方位加大源头隐患排
查治理力度袁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袁切实做到
不漏一处袁不留死角袁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防线遥
在工作中袁该大队要求各中队要对辖区煤矿

周边道路展开拉网式排查袁重点对煤矿附近道路
存在弯道尧长坡道尧临近村庄尧临水尧临崖等路段
减速带是否缺失尧交通安全提示设施是否损坏等
隐患进行集中摸排袁做到底数清尧情况明尧动态
准尧措施细尧管控严袁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留存影
像资料袁形成详细台账遥同时袁针对排查出的隐患
点段袁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袁短期内不能整改的袁
及时向道路业主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袁督促其限
时整改袁切实消除安全隐患遥 渊刘江冤

绷紧高速安全弦
护航春运回家路
本报讯 渊记者 岳科坚 通讯员 薛金鹏

郭婷冤近日袁内蒙古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十三支队七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日常巡查时发
现袁在 G6高速公路藏京方向 K579+832m处公
路建筑控制区外袁 有一面擎天柱广告牌的板面
出现了严重破损, 该广告牌板面材质轻薄袁支撑
结构变形严重袁存在安全隐患问题遥
发现此情况后袁 执法人员立即对属地宣传

部门进行了走访袁 并联系了该广告牌的所属公
司袁向其负责人说明了安全隐患问题袁该负责人
表示袁立即对此隐患问题进行处置遥
日前袁 广告牌所属公司已顺利拆除了破损

的板面袁成功消除了安全隐患遥 今后袁该大队将
进一步加大日常公路巡查力度袁 夯实路域环境
整治工作成效袁 对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做
到早发现尧早制止尧早消除袁持续为广大人民群
众创造安全尧畅通尧和谐的公路路域环境和交通
出行环境遥

春运期间袁为增强旅客反诈意识袁保护财产安全袁通辽铁路公安处甘旗卡车站派出所
开展了反诈骗宣传活动遥 郭书轩 摄

开展反诈宣传 守护旅客归途

包头讯 在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袁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昆都仑区税务局隆重
举行升国旗仪式遥

随着雄壮的叶义勇军进行曲曳奏响袁升
旗手迎风振臂一挥袁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空
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袁在激昂尧嘹亮的歌
声中袁 五星红旗在全局税干的注目礼下冉
冉升起袁全体税干精神抖擞尧整装列队尧庄
重肃立袁高唱国歌袁表达着对伟大祖国的无
限忠诚与热爱遥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袁 税干们表示袁在
新的一年里袁 将继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尧高昂的集体荣誉感尧高效的工作执行
力袁彰显昆区税务人的担当作为袁坚持脚
踏实地尧埋头苦干袁握紧新时代税收事业
野接力棒冶袁以一流的纳税服务袁全面擦亮
野包你满意冶野包你放心冶营商环境品牌袁做
纳税人尧缴费人身边的税务局袁为昆区争
当自治区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
献税务力量遥 渊郭佳冤

凝心聚力绘蓝图 齐心协力谋发展

察素齐讯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春
节期间能够安全平稳用电袁 呼和浩特供电
公司土左供电分公司领导班子及员工坚守
在保电值班一线袁全副武装袁严阵以待遥

春节期间袁 土左供电分公司加强调控
运行值班工作袁密切监控电网运行情况袁结
合夜间用电高峰特点袁增加巡视次数袁强化
对重要输配电线路进行不间断巡视测温袁
加强对重要用户和高负荷用户的供电线路

及设备特巡遥 同时袁加强抢修工作袁做好抢
险队伍的人员尧工器具尧车辆尧备品备件等
准备工作袁抢修人员全天候随时待命袁确保
供电问题能够快速响应袁及时恢复供电遥春
节期间袁该分公司全体员工严阵以待袁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坚守在春节
保电的各个工作岗位袁 用心用情默默守护
广大人民群众度过祥和尧亮堂的红火年遥

渊云巴图 聂馨晨冤

保电不停歇 点亮红火年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近日袁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公安局召开节后 野收心会冶袁进
一步统一思想尧凝聚力量尧提振精神袁确保
全年工作开好局尧起好步遥

会议要求袁 全体民辅警要迅速收心聚
力袁调整状态袁激发干劲袁尽快克服野节日综
合症冶袁抛开野年还未过完尧工作慢慢干冶的
习惯思维袁调整状态袁倒好节日野时差冶袁快
速进入工作角色遥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和考勤制度袁切实增强自觉性袁加强自我管
理袁始终以警纪警规为标尺袁切实提升执法
能力尧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袁以优质高效
的服务提升为民服务良好形象遥 各部门要
认真对照该局党委的安排部署袁 明确工作
任务袁理清工作思路袁认真谋划部署 2023
年各项工作袁 确保新的一年开好局尧 起好
步袁 奋力推动乌拉特中旗公安工作再上新
台阶遥

提振精神开好局 砥砺奋进谱新篇

民警向大山和孩子递出办理好的签证遥 吴俊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