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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鲁旭冤2022年袁巴彦淖尔市
公安局临河分局围绕做好党的二十大安保维
稳工作主线袁充分发挥野打击犯罪尧保护人民冶
的主力军作用袁冲锋在侦查破案最前线袁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袁 临河区刑事案件发案数
同比下降 19.6%袁为全区社会治安稳定打下坚

实基础遥
工作中袁 该分局始终保持对各类严重暴

力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袁 全区八类主要严重
暴力刑事犯罪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20%遥 坚
持野命案必破冶方向不动摇袁连续 10年现行命
案破案率达到 100%遥 野百日行动冶期间袁组织

民警对历年命案积案进行反复梳理尧研究袁对
关键物证逐一筛查再鉴定袁 在市公安局的大
力协助下袁成功破获一起尘封 20年的命案积
案遥 坚持主动出击尧打防并举袁深入开展叶反有
组织犯罪法曳宣传活动袁核查办结涉黑涉恶线
索 16条遥

临河公安晒出 2022年打击刑事犯罪“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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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袁 传达贯彻全
旗野转作风尧抓落实尧讲担当尧做贡献冶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暨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攻坚大
会精神袁并就下一步贯彻落实进行安排部署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 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
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的通知曳
叶乌拉特中旗科级干部不担当不作为认定和
组织处理实施办法曳 文件精神及旗委书记崔
景翔在全旗野转作风尧抓落实尧讲担当尧作贡
献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和全旗创建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攻坚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袁
并就下一步贯彻落实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会议要求袁创城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最
后时刻袁全局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该局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袁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和厌战情绪袁全力以赴攻坚克难袁确保
各项指标任务落实落细曰全体民辅警要主动
扛任务尧扛指标尧扛责任袁紧盯短板弱项袁狠
抓整改落实袁 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袁
打好冲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攻坚战尧决胜
战遥

攻坚克难抓创城 紧盯短板促落实

春节我在岗 守护平安路
调研包联重点项目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乌海讯 近日袁乌海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
书记崔景英到海勃湾区调研包联重点项目
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遥

在骆驼山煤炭绿色低碳加工贸易产业
园项目选址处袁崔景英表示袁工业项目高质
量发展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袁乌海市
是一个工业底色浓厚的工矿企业城市袁要高
效整合利用好土地尧矿产等各类资源袁加快
推进产业园建设袁 打造具有区域性市场优
势尧技术理念先进的煤炭清洁低碳加工综合
产业园区遥
随后袁崔景英来到市威信保安守押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尧市安盛爆破有限责任公司和
市法院综合执行局新址袁详细了解了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经营尧法院系统执行工作改革及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袁 并强调袁要
加强对专业化安防公司业务指导袁切实提升
正规化专业化智能化守押护卫能力和水平袁
为企业安全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袁确保不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曰要充分结合乌海市法院
系统执行资源实际袁 不断深化综合执行改
革袁 持续提升执行管理能力和执行工作水
平曰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袁争创全区一流
全国试点袁切实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各项
举措落细落实落到位遥

渊乌海市委政法委供稿冤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快速化解矛盾纠纷

乌海讯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袁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袁努力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袁消灭在萌芽状态袁乌海市
司法局开展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置帮
教专项活动遥
活动中袁该局对重点单位尧重点部位以

及重点人尧重点事尧重点上访和重复上访对
象进行重点排查袁 坚持排查在先尧 关口前
移袁切实把排查作为一项基础性尧常态化工
作曰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袁要根据其性质尧
规模和危害程度进行认真梳理袁按照野分级
负责尧归口管理尧谁主管谁负责冶的原则袁明
确责任单位尧责任人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袁 建立信息共享尧 情况通报工作机
制曰 依托各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 野一站
式冶平台载体袁积极引导群众通过野线上办冶
野网上办冶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曰完善人民
调解尧行政调解尧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
制袁形成调解工作合力曰充分利用各种宣传
手段袁深入宣传与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及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袁在群众中
形成野有纠纷尧找调解冶的法治思维袁最大限
度地把各类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袁解
决在基层曰利用内蒙古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
一体平台袁准确掌握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信
息袁并建立安置帮教人员档案曰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为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安置和社会保
障帮扶提供服务遥

渊李璟冤

开展合规走访工作
强化企业环保理念

乌海讯 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乌海市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时袁发
现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环保理念
不强尧法律意识缺乏尧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袁根据案件事实尧情节袁可适用涉案企
业合规办理遥 近期袁该院对该企业开展了实
地走访工作遥
通过走访袁承办人一方面可以直观全面

了解被破坏草地的基本情况及现阶段恢复
状态曰另一方面积极向企业涉案人员释法说
理袁 宣传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政策遥
通过充分沟通袁 涉案企业表示愿意认罪认
罚袁 对检察机关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表示感
谢袁开展合规整改意愿强烈遥
该院将结合案件审查情况和企业经营

实际袁 及时向涉案企业提出合规检察意见
书袁并邀请第三方对该企业开展企业合规指
导尧评估袁督促其早日完成企业合规建设遥

渊海南区人民检察院供稿冤

本报讯 渊记者刘琪冤春节袁是一年一度的阖
家团聚的时刻袁是每个游子归乡的日子遥对于内
蒙古机场公安执勤民警来说袁春节袁则是守护一
方平安的责任与使命袁 是默默坚守岗位和热情
服务群众遥

叮铃铃叮铃铃噎噎除夕凌晨袁 报警电话铃
声响起袁 打破了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呼和
浩特机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的宁静袁 接警员仇

柏郦立即拿起话筒院野您好袁 这里是机场公安
110袁请问您有什么事吗钥 冶

野您好袁可能是我来早了袁进不了候机楼袁而
且我年纪大了袁 还有一些基础病袁 现在外面很
冷袁你们能帮帮我吗钥 冶
接警后袁 仇柏郦迅速协调交警队带班中队长

王晓东赶往现场了解情况遥 经了解得知袁李先生订
了除夕一早的航班回家袁由于归家心切袁早早地来

到候机厅袁但航站楼关闭袁情急之下求助民警遥
在详细询问李先生的身体情况并确认无碍

后袁接尧送尧办理值机手续尧托运行李箱噎噎王晓
东与队友一路陪同袁 直至将李先生安全送上飞
机遥
春节我在岗袁野初心冶不打烊遥在春节这个团

圆的日子里袁 内蒙古机场公安民警站好每一班
岗袁守护群众平安回家路遥

提前谋划早部署
精心组织保稳定

本报讯渊记者宋宏颖冤春节期间袁赤峰市公
安局红山区分局超前谋划袁提前部署袁精心组织袁
从严从细抓好防风险尧促平安尧保稳定各项工作袁
全力做好春节期间安保工作遥
工作中袁红山公安启动社会面巡控高等级

勤务袁深化野情指行冶一体化运行机制袁严格落
实野1尧3尧5分钟冶快速反应机制袁有针对性地组
织野特警+交警+下沉支援警力冶联勤联动袁并
通过精心布置巡逻点位和巡防线路袁设置了覆
盖红山区主城区的 13 个派出所巡逻点位尧9
个联勤巡逻点位和 4个固定屯警点袁持续加强
广场尧商圈尧车站等重点目标和人员密集场所
的见警率尧管事率袁着力营造守护人民群众身
边安全的良好氛围遥
春节假期期间袁 红山公安 110总接警量

1280起袁有效警情 211起袁报警类 110警情同
比下降 15.94%袁 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12.5%袁辖
区无重大案事件和重大交通事故发生袁社会秩
序平稳有序遥

开展治安大检查
严打“黄赌毒”犯罪

城关讯 为切实消除春节期间重点场所尧
重点部位各类安全隐患袁创建安全和谐的社会
治安环境袁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以野监管尧防范尧打击冶为抓手袁深入各
行业场所开展治安隐患大检查遥
检查中袁该大队针对娱乐业尧公众聚集场

所消防设备的配备情况尧 安全通道是否顺畅尧
电气线路设施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和监督遥 同
时袁对娱乐场所内是否悬挂野禁毒尧禁赌尧禁黄冶
的标志进行了全面查看袁并向场所负责人及工
作人员大力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安全常
识袁要求各场所负责人及从业人员要坚决打击
野黄赌毒冶等违法犯罪活动袁要清晰地认识抓好
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袁 要全面落实人防尧物
防尧技防等有效措施袁杜绝和防范安全事故发
生遥

渊和林格尔县公安局供稿冤

盘点总结明思路
谋划部署谱新篇
包头讯 近日袁 包头市青山区看守所召开

支部会袁 对 2023年的工作进行再安排尧 再部
署袁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遥

会上袁 青山区看守所支部书记胡宁对
2022年工作进行了回顾袁 支部各委员依次分
析了在分管领域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尧风险
漏洞及下一步的工作思路遥

同时袁会议要求袁对 2022年工作中存在的
短板和不足袁进行自查自纠袁责任到人袁不仅要
分析问题的原因袁还要有具体整改提高的措施曰
要认真学习执法细则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曰要通
过抓党建促队建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袁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袁真正发挥野战斗堡垒冶作用袁推
动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曰按照责任划分袁分工负
责尧协调配合袁将防范工作前置袁研判问题和隐
患袁做到防患于未然袁提前谋划袁认真抓好每一
项工作的落实遥 渊孙贵平冤

乌兰察布讯 春节期间袁乌兰察布市消防
救援支队全方位尧 多角度地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活动袁 努力提高辖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袁 竭力营造平安和谐的辖区消防安
全环境遥

期间袁该支队消防宣传人员积极发动社
区网格员尧消防志愿者组成的消防安全流动
宣传队伍袁走上街头袁开展野北疆蓝焰送万
福冶活动袁深入公众聚集场所和火灾风险大

的单位讲解消防安全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袁
并发动野北疆蓝焰冶志愿者和社会各界力量
走进火车站尧汽车站袁开展野北疆蓝焰守护平
安春运冶主题消防宣传活动袁向过往旅客发
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尧 讲解消防安全常识袁
引导广大旅客扫码关注消防安全平台袁学习
线上消防安全常识袁共同推进消防安全宣传
工作遥

渊郭成 李中奇冤

强化消防宣传 营造安全环境

乌兰察布讯 春节期间袁武警内蒙古总队
乌兰察布支队袁紧扣任务需求袁组织官兵严密
开展武装巡逻防范工作袁 全力维护驻地社会
面安全稳定遥

春节期间袁武警内蒙古总队乌兰察布
支队进一步提高执勤官兵快速反应和应

急处置能力袁确保执勤官兵能够应对野每
一种可能和每一种危机冶袁 严防不法分子
侵害百姓生命财产袁执勤官兵依法严格文
明履行勤务袁圆满完成了驻地安全维稳任
务遥

渊郭成 黄韦翰 贾超 史纪缘冤

开展武装巡防工作 确保驻地安全稳定

旅客遗失电脑 民警帮忙找回

霍林郭勒讯 近日袁通辽铁路公安处霍林
郭勒车站派出所接到旅客王女士报警求助
称袁自己下车到家后发现电脑不见了遥

经询问袁民警了解到袁当日 17时袁王女士
曾乘坐通辽至霍林郭勒的 K7533次列车袁在
车上曾使用过电脑处理公务袁之后再未使用电
脑遥 了解情况后袁民警立即调阅王女士下车后
直至出站期间的视频监控遥经过细致查找比对

视频袁民警发现王女士下车后袁因携带行李较
多袁 在出站口整理行李时将电脑放在台阶上遥
随后袁转身离开忘记拿走遥王女士走后袁电脑被
一名身着黑色羽绒服的男子捡走遥民警立即比
对该男子袁 调查该男子身份并与其取得联系遥
民警与该男子取得联系后袁该男子便来到派出
所将捡到的电脑交至派出所袁 经王女士确认袁
正是她遗失的电脑遥 渊周于 子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