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讯 新年新气象袁 新年新开
局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引
导全体党员提升党性修养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主旨和工作
要求上来袁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联合党
支部于春节后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了野深入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窑锐意进取谱新篇袁
踔厉奋发开新局冶主题党日活动遥

1月 30日袁行政复议联合党支部全体党
员前往内蒙古展览馆袁 并在讲解员的引领下
对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展冶展
馆进行了参观遥 展厅分别从 野新时代伟大成
就冶野高举伟大旗帜冶野创造新的伟业冶 三个单
元袁直观尧形象尧生动的解读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袁 全面立体的呈现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袁 内蒙古十年

来各项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遥通过此次活动袁
让党员们汲取了精神力量袁 加深了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遥

1月 31日袁行政复议联合党支部继续深
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袁 开展了党的二十大
报告精神解读和叶中国共产党章程曳专题集中
学习活动袁明确了 2022年度支部组织生活会
和民主评议党员的具体安排袁 要求各位党员
本着严肃认真尧客观务实的原则袁按要求做好

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下一步袁该党支部将坚持不懈以党的

二十大新精神新理论武装头脑尧 指导实
践袁组织好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
员活动袁认真抓好会后的整改落实袁精心
研究谋划今后工作思路举措袁以更加扎实
的工作作风服务保障自治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推进“一站式”服务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渊记者 赵芳冤野今年我们将大力
推进质量基础设施野一站式冶服务袁为企业
提供计量尧标准尧检验检测尧质量攻关尧创新
研发等方面的质量技术综合服务袁 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遥 冶1 月 31 日袁在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袁 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冯晔说道遥

冯晔介绍 袁目前 袁首个自治区级质量
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平台要野蒙检在线 冶已
上线运行 袁 实现了质量技术服务 野零距
离冶遥 据了解袁该平台共上架服务事项 986
项袁收录企业信息 51 万余条袁执行标准 29
万余条袁入驻技术机构 12 家 ,质量专家 35
名遥 发布服务事项 994 项袁服务内容涵盖
10 个行业领域袁新增第三方服务平台链接
42 条 ,平台注册用户 658 家遥 截至目前袁该
平台已在线受理企业需求 103 项袁实时推
送到相关技术机构办结袁并出具检测报告
40 份 袁基本实现了 野一站式 冶服务企业的
目标遥

此外袁为进一步推进质量基础设施野一
站式冶服务袁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深化试点和
示范袁在包头市建立的野一站式冶服务区域
试点野包检道冶平台签约实验室数量增加至
38 家袁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和咨询 7065 件
渊次冤遥 在呼和浩特市建立的毛绒产业示范
平台野智慧纤检冶袁创新研发毛绒领域国家
标准 3 项袁 有力提升了产业发展标准化水
平和话语权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内蒙古医院首批专家
正式入驻

呼和浩特讯 2 月 1 日袁 以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为输出医院尧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
院为依托医院的国家癌症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要要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渊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冤迎来了首批常驻
专家团队的入驻遥为推进项目建设袁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管委会对派
驻的首批专家进行了学术主任和特聘专家
的提名袁 医院党委对学术主任和特聘专家
进行了任命遥
据了解袁 首批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派

驻的专家共 16 位遥专家将长期在院开展门
诊尧手术尧查房尧教学尧学术交流尧管理等工
作遥 同时袁还可以利用远程会诊尧专家线上
阅片等方式袁 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新的技术
手段袁打破地域及距离限制袁为患者提供远
程诊疗服务袁 让患者免去看病排队的操劳
和转诊寻医的奔波遥

对于患者个体而言袁 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的建设袁带来的是更为便捷的就医体验袁
以及更具安全感的就医保障遥 诊疗方式的
革新尧服务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袁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尧看得起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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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丹冤建设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
大任务之一遥 为推进这一目标任务袁自治区
应急管理厅作为维护安全稳定屏障中的重
要一员袁不仅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各项
战略部署袁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袁
加快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袁而且
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袁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袁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袁 全力维护民族团结尧社
会和谐尧边疆稳固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遥
梳理过往袁2022年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做

了哪些工作袁 取得了哪些成绩遥 展望未来袁
2023年又将如何贯彻落实袁全力推动建设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尧开
花结果钥 日前袁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尧副厅长邢国显遥

邢国显介绍袁2022年以来袁 自治区应急
管理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
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袁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效袁安全生产

和自然灾害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袁为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遥 截
至 2022年 12月底袁全区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同比野双下降冶袁森林草原火灾连续两年保持
历史低位袁各类自然灾害同比野三下降冶袁没
有发生重特大事故灾害遥

邢国显介绍院野今年以来袁 在完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和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
系方面下了大工夫袁 推动自治区党委出台
了 叶自治区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的实施意见曳袁推动自治区人大完成修正
了叶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曳遥 在安全生产方
面袁深化整治攻坚袁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袁集中开展了 3 轮次督导检查袁全区累
计排查问题隐患 23.15万项袁停产整顿企业
580 家遥 各级各部门形成制度措施 1800 多
项袁督促整改问题隐患 80 余万项袁全区安
全生产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遥 在自然灾
害防治方面袁强化超前预防袁有力有序应对
各类自然灾害袁组织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尧林
牧区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整治和打击违法

用火行动袁排查整改隐患 2400项袁查处火灾
案件 1180起遥 冶

为了全力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袁以高
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袁确保全区安
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遥 邢国
显围绕公共安全领域重点任务袁在做好应急
预案体系建设尧基层应急能力水平尧安全生
产风险排查整治尧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的处
置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详细地介
绍遥

首先袁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遥 完善自
治区本级专项和部门预案袁指导各级各有关
部门加快制订修订各类应急预案袁加强预案
备案尧演练尧评估管理和宣传遥 落实自然灾害
和事故灾难分级应对实施办法袁完善相关议
事协调机构及成员单位在指挥调度尧信息共
享尧预警响应尧协调联动尧保障联合尧技术支
撑等各环节工作的运行机制遥 同时袁提升基
层应急能力水平遥 深入落实全区应急管理综
合执法能力三年提升行动方案袁组织开展基
层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试点袁推动自治区印

发叶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导
意见曳袁 指导基层健全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
系袁理顺基层安全监管职责遥 印发叶灾害事故
防范应对要点导则曳和叶安全生产宣讲要点
导则曳袁大力开展安全宣传野五进冶活动遥
在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方面袁 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将采取 野安全评估+执法+服
务冶等方式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遥 大
力宣传 叶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曳袁印
发叶安全生产制度汇编曳和叶安全监管案例
选编曳袁组织开展野执法能力提升年冶行动袁
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遥 同时袁
努力提升涉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的处置
保障能力遥 组织实施自治区野十四五冶应急
体系建设规划中期评估遥 加快推进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三年行动袁 推动危险化学品和
矿山应急救援基地尧 呼伦贝尔森林防灭火
实训基地尧 航空应急救援示范基地尽早开
工建设袁 完成自治区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
台和应急通信保障项目建设袁 以信息化推
进应急管理现代化遥

扛起应急管理职责 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献上消防“平安符”

本报讯 渊记者 刘琪冤2月 2日上午袁由自
治区团委尧少工委主办的 2023年野情暖童心冶
暨野手拉手要要要把爱带回家冶内蒙古青少年科
技冬令营主题活动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开营遥

开营仪式上袁呼和浩特市 30名少年儿童
和 30名困境儿童结成了野手拉手冶好朋友袁交
换了野结对卡冶袁互赠了小礼品遥 自治区团委尧

少工委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为参加活动的小
朋友送上衣服尧 科学实验套装益智玩具等礼
物遥
开营仪式结束后袁60名小朋友将开启冬

令营欢乐之旅遥 在为期 2天的活动中袁小朋友
将参观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和内蒙古科技馆袁开
展奇趣科技体验尧神奇自然探秘等活动袁通过

搭帐篷尧做实验尧看电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袁感
悟内蒙古科技力量和自然生态魅力遥
据了解袁 此次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少年儿

童增强爱国情感袁听党话尧跟党走袁感知新时
代尧迈向新征程曰提升热爱家乡意识袁教育少年
儿童了解内蒙古尧热爱内蒙古尧长大建设内蒙
古遥

内蒙古青少年科技冬令营主题活动开营

为有效预防
人员密集场所火
灾事故发生袁筑牢
节日期间消防安
全防火墙袁 日前袁
锡林郭勒盟消防
救援部门组织消
防人员深入辖区
密集场所开展消
防安全宣传活动袁
有效提升经营者
和群众对消防安
全知识的知晓率袁
为全盟消防安全
形势平稳奠定了
坚实基础袁也为百
姓献上了消防野平
安符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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