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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讯 2023 兔年春节袁万家团
圆之时袁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
救援人员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尧枕戈待旦的
应急状态袁全力备战执勤袁严防严控袁消除
火患遥 全市 500 余名消防队员坚守岗位袁
为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假
期保驾护航遥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人员密
集容易发生火灾的重点区域袁部署前置备
勤力量 7 车 54 人袁开展执勤巡勤尧巡查检
查 7 次袁 确保发生警情时快速高效处置曰
针对春节期间火灾规律特点袁集中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行动袁 重点针对节庆场所尧人
员密集场所尧祈福场所 袁春节期间营业的
企业单位等开展排查整治袁督促指导行业

部门和社会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袁
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袁累计检查单位
115 家尧督促整改火患和违法行为 157 处曰
在全市繁华地段尧 地铁公交张贴海报尧挂
旗尧条幅尧开展亮屏行动曰消防宣传员深入
社区尧企业尧单位尧家庭袁把消防安全送入
千家万户袁发布消防宣传提示尧警示尧公益
广告 3560 条次尧 开展主题消防宣传活动
80 余次袁让野习惯安全尧人人消防冶深入人
心遥

据统计袁 从 1 月 21 日除夕至 1 月 27
日袁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出动
133 起袁 其中火灾事故 112 起尧 抢险救援
21 起袁共出动 360 车尧2520 人次遥

渊魏琳冤

严防严控消除火患 平安春节倾力守护

开展实地实装演练
提高作战处置能力

呼和浩特讯 为全面做好元宵节

期间全市重点场所灭火救援准备工

作袁 检验队伍应对紧急突发事故的处
置能力袁 近日袁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大召寺重点执勤区块开展了

野实兵尧实装尧实地冶拉动演练遥
此次演练由支队全勤指挥部 尧玉

泉大队及大召寺重点执勤区块救援力

量参与遥 演练采取桌面推演袁 进一步
细化部署勤务力量 袁 车辆人员定点尧
定位 尧定职责 袁做实 尧做全 尧做扎实大
召寺及周边消防安保工作措施袁 加强
与各部门的相互配合 袁 畅通信息袁通
力协作袁 形成合力袁 全力做好大召寺
重点执勤区块安保力量部署遥

演练场景模拟为院 大召寺大雄宝
殿侧厅发生火灾袁 火势迅速蔓延遥 现
场执勤力量采取 野分段作业尧 逐一展
开冶 的形式袁 由微型消防站及现场执
勤力量按照既定作战力量编成任务分

工袁有序开展了火情侦察尧堵截火势尧
火场供水等科目遥

通过实地实装演练袁 确保重点区
域和点位力量部署符合实战需要袁进
一步强化了作战安全意识袁 切实提高
了执勤力量作战处置能力遥

渊孙际峰冤

走访慰问送祝福
鼓舞士气添动力

呼和浩特讯 1 月 21 日晚袁 呼和
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刘杨深入

特勤大队一站尧 新华东街消防救援站
以及大召消防救援站等单位袁 走访慰
问坚守在灭火救援一线的消防指战

员袁送上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遥
每到一处袁 刘杨与指战员亲切握

手袁 互致新春问候袁 并对全体人员认
真负责尧 尽心尽职的奉献精神给予充
分肯定遥 慰问中袁 刘杨询问了各辖区
重点区域尧 重点部位消防安保力量部
署和消防执勤点车辆装备器材配置情

况遥 刘杨指出袁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袁群众活动多袁人员聚集易发事故袁
各重点区域消防安保任务艰巨袁 各单
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袁 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举措袁
提前谋划尧靠前处置袁加强检查袁防患
于未然 袁 全力确保节日期间消防安
全遥

刘杨强调袁越是节假日袁消防救援
队伍执勤安保任务越重袁 全体指战员
要继续发扬顾全大局尧 连续作战的优
良传统袁 以舍小家尧 顾大家的辛勤奉
献袁 坚守在火灾防控的最前沿袁 让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

节袁以实际行动践行野对党忠诚尧纪律
严明尧赴汤蹈火尧竭诚为民冶的铮铮誓
言袁 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
出新的贡献遥 渊隆雪冤

呼和浩特讯 为推动全市消防救援队
伍应急宣传工作袁检验支队野一部六组冶中
应急宣传能力袁 提升消防宣传人员能力水
平袁1月 18日袁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开
展新闻宣传实操演练袁新城区尧回民区尧玉
泉区尧赛罕区等大队 16名宣传骨干尧市区 5
个消防救援站 50余名指战员及支队机关
12名技术骨干参加了演练遥
此次演练主要任务是检验支队野一部六

组冶新闻宣传报道组在保障重大安全保卫任
务中的处置能力袁 考察各大队无预案拉动尧
现场宣传策划尧制作尧报道的能力袁演练采取

全过程指导尧随机策划活动尧分组经验交流
等方式进行遥演练场景设定为院节日期间袁宣
传报道玉泉区大召寺古建筑周边的消防安
全保卫活动袁主要设置新闻稿件撰写尧摄影
作品拍摄尧现场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制作等四
大演练科目袁限定时间尧限定程序袁利用现有
器材装备袁自定立意袁最大限度地检验宣传
员统筹尧创意与技术能力水平遥

演练中袁全体参演人员认真谋划尧规范
流程袁紧密配合袁全身心投入袁高效尧规范地
完成了此次演练袁 全面锻炼了宣传队伍遂
行出动尧现场摄录尧新闻报道等业务能力袁

达到了锻炼队伍尧规范流程尧互相学习的预
期效果遥

支队强调院一是要增强统筹能力遥各单
位要提高站位尧增强认识袁增强野一盘棋冶思
想袁互助互学尧团结一致袁确保关键时刻发
出野同一个声音冶野同打一场硬仗冶曰二是要
常态化演练遥支队将围绕重点工作尧重大活
动袁持续开展常态化演练袁达到以练促训的
目标袁 提高全市消防宣传人员能力素质与
业务水平曰三是要实战化演练遥 瞄准实战袁
服务实战袁贴近实战袁演练复杂度尧困难度
逐步升级袁确保演练一次进步一次遥 渊隆雪冤

今年的春节袁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
队特勤大队的消防救援人员们过得特别热
闹遥 2022年底袁特勤三站的成立使得特勤
大队的力量野如虎添翼冶袁新加入的消防员
们也让特勤大队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温暖
和谐遥

特勤三站投入使用后袁 承担了大召寺
春节期间的消防安全值守任务遥 自除夕开
始袁 特勤大队 108名消防救援人员枕戈待
旦袁以野一人坚守万家安尧一家不圆万家圆冶
的奉献精神袁默默坚守岗位遥 截至目前袁特
勤大队已出动 55 车次尧281 人次奔赴火
场袁派出 5辆消防车 33名消防救援人员执
行执勤值守任务遥

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青山社区聚泽
园的齐亚雄老人袁 身患多种疾病无劳动能
力袁老伴 9年前就去世了遥通过共建社区了
解到他的情况后袁野北疆蓝焰冶 特勤大队的
志愿者们年前来到了老人家袁 送上过年物
资袁帮助老人打扫卫生尧贴对联袁排查了老
人家中的火灾隐患袁 并叮嘱老人春节期间
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遥

1月 23日大年初二袁志愿者们又来到
大召寺尧清真大寺尧冰雪大世界等人员密集
场所袁发放宣传资料袁向游客们宣讲消防安
全知识袁提醒市民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袁要

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袁快乐平安过春节遥
尖椒肘子尧红烧鱼尧糖醋里脊尧炸丸子

噎噎除夕夜袁一道道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袁
消防员们大快朵颐遥春节期间袁特勤大队各
个消防站的伙食种类丰富多彩袁 考虑到消
防员们来自五湖四海袁 在合理搭配营养膳
食的情况下袁 站里也尽量把消防员们的家
乡菜端到桌上袁 让他们吃到嘴里尧 暖在心
里遥

野预备袁开始浴 冶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袁
在大队联欢会上消防员们做起了 野你来比
划我来猜冶 的游戏袁 游戏中大家的欢声笑
语袁让平日里紧张严肃的气氛一扫而光袁大
家都积极踊跃投入到游戏中遥此外袁各消防
站还组织开展了游戏竞赛和观影活动袁充
分丰富了节日期间消防员的精神文化生
活遥

渊刘芳冤

“特”别的春节

实操演练提升新闻宣传水平

除夕夜的守护遥

演练现场遥

宣传消防知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