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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常态训练工作
提高救援实战能力

巴彦淖尔讯 为全面掌握节后基层队站工
作动态袁夯实指战员常态化训练工作袁提高队伍
整体素质和灭火救援实战能力袁近日袁巴彦淖尔
市消防救援支队创新体能训练形式袁采取野走出
去尧请进来冶的方式袁聘请专业教练员为基层指
战员野阳康冶后体能训练袁并深入各基层队站督
促指导训练工作遥

督促指导中袁 作战训练科查看了近期各消
防站的训练计划和训练内容袁 听取了训练工作
汇报袁从训练场地尧训练器材尧安全措施尧成绩评
定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指导袁 并询问了解指战员
恢复训练情况袁 针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及疑难
点进行了答疑解惑袁 使指战员进一步掌握训练
方法与技巧袁 切实提升训练人员体能素质与技
能水平遥 同时袁教练员从训练的思维理念尧训练
的方式方法尧训练的成绩提高等方面入手袁帮助
指战员突破野阳康冶后训练瓶颈袁并结合队伍实
际袁重点围绕训练伤野防冶和野控冶袁着重讲解如何
避免不科学训练对身体造成伤害等注意事项袁
引导指战员养成良好的训练习惯袁 减少非战斗
减员现象遥

训练中袁该支队有关负责人指出袁各单位要
将训练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袁 周密部署尧 精心组
织尧狠抓落实袁充分发挥干部尧骨干表率作用袁树
好标杆袁做好榜样袁保持练兵热情曰要努力提升
练兵实效袁 将训练工作作为一项自觉行动而不
是组织要求袁 通过刻苦训练力争取得优异的成
绩曰在训练过程中袁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袁落实
安全措施袁确保人员尧队伍安全稳定遥 渊仲作妍冤

紧盯重点区域场所
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赤峰讯 春节期间袁赤峰市消防救援支队多
措并举护航消防安全袁以更多的担当尧责任和奉
献袁守护一方平安遥

期间袁该支队紧盯大型商场市场尧高层商业
住宅尧节庆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和单位袁在
全市设置 26个前置备勤点袁采取野白+黑冶野8+
8+8冶的工作模式袁全天候巡查值守袁及时消除
动态火灾隐患袁完成执勤点应急救援响应尧突发
事件处理等任务袁保证重点区域尧重要场所消防
安全形势稳定遥同时袁该支队要求各大队从实际
出发袁对辖区内不放心场所进行检查尧指导袁提
醒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袁消除火灾隐患遥

春节期间袁全市共检查单位 133家袁发现消
防隐患 154处袁督促整改隐患 154处遥

渊杨小丰 刘文华冤

临时查封除隐患
确保监管无死角

鄂尔多斯讯 为持续做好火灾防控工作袁坚
决预防和遏制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袁近日袁鄂尔
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公安局尧 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部门集中对全市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袁依法对 10家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单位进行临时查封遥

检查过程中袁 检查组重点对场所消防安全
责任制落实情况袁员工培训记录尧应急预案尧消防
设施是否完好有效袁 应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袁消
防控制室设备是否正常运行袁员工的野四个能力冶
建设情况袁值班记录是否填写完整袁是否定期开
展消防器材设施的维护保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
检查和询问袁确保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留死角和
盲区遥

经检查发现个别单位存在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尧自动喷淋系统尧机械排烟系统尧应急照明及
疏散指示标识无法正常工作曰 内部电器线路未
穿管袁私乱搭接曰货物占用尧堵塞疏散通道袁安全
出口被封死等情况遥对存在较大隐患的场所野时
尚魔迪地下街冶尧客都购物广场袁监督执法人员
依据相关规定袁对其进行临时查封袁并要求单位
负责人尽快整改火灾隐患袁 落实到位消防安全
责任袁切实做到物防尧技防尧人防有机结合遥

渊张卓 武佳敏冤

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提示院春节期间袁物业
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是否安全袁有
无长时间充电现象曰小区室内尧外消火栓是否锈
蚀袁能否正常出水曰每栋住宅尧每层楼尧每个消火
栓箱的水带尧水枪尧接口是否完整尧好用遥

本报讯渊记者 袁雪英冤元宵节下午的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观音庙人头攒动袁出来
逛庙会尧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遥
当日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玉

泉区大队八中队副中队长姚家奇正在执
勤时袁忽然感觉有人在背后拉扯自己的衣
服袁回头一看袁原来是一个 10 多岁的小男
孩正在拉扯自己的衣服袁 姚家奇便问道院
野小朋友袁需要叔叔帮忙吗钥 冶小男孩说袁
野警察叔叔袁我和家人走散了袁可以帮我找

爸爸吗钥 冶随即袁姚家奇向指挥中心进行了
汇报遥

玉泉区公安分局长和廊派出所民警
接到指挥中心派警后袁 迅速赶到现场袁经
询问得知袁 小男孩与家人一同出来游玩袁
不小心与家人走散了遥 民警边安抚袁边询
问男孩情况袁但孩子当时不能准确说出自
己的身份和家人信息袁提供的电话多次拨
打也无法接通遥 于是袁民警先将孩子带回
了派出所遥

为尽快帮助小男孩找到家人袁 民警一
边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尧 查询信息等多种方
式迅速开展相关工作遥 一边告知派出所巡
逻民警通过喊话查找孩子家人遥 经过不懈
努力袁民警终于与孩子父亲取得了联系袁经
过核对信息无误后袁孩子家长来到派出所遥

野谢谢你们袁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袁我太
大意了袁要不是你们的帮助袁后果不堪设
想浴 冶当家长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时袁对民警
的暖心救助连连道谢遥

小孩庙会走失 民警暖心救助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乌兰察布讯 春节假期结束袁乌兰察
布市消防救援支队继续绷紧消防安全
这根弦袁组织消防人员深入复工复产企
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安全宣传 袁
进一步提升复工复产企业消防安全系
数遥

本着野无盲区尧无死角冶的原则袁该支
队消防人员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消防设备
设施尧防火检查巡查尧火灾隐患整改尧员
工消防安全培训尧 应急消防安全疏散通
道等进行了详细检查袁检查中袁发现火灾
隐患问题的袁 责令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
到位袁 要求复工复产企业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袁确保会报警尧会引导尧会
扑救初期火灾遥 同时袁 针对节后集中开
工尧人员返岗尧岗位变动等可能影响复工
复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因素袁 该支队组织
消防人员和野北疆蓝焰冶志愿者走进复工
复产企业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袁
助力复工复产企业做好消防安全工作遥

渊郭成 李中奇冤

强化官兵条令意识
促进良好作风养成

兴安讯 今年以来袁 武警兴安某部坚
持从大处着眼尧小处入手袁查找部队建设
中的短板弱项袁狠抓部队正规化管理袁部
队正规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袁 奠定了部
队安全稳定基础遥

今年以来袁 该部把提高正规化管理
水平作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
措袁强化官兵条令意识袁促进官兵良好作
风养成袁提升部队按纲抓建尧依法管理的
能力水平袁通过野常态抓学习尧持续抓训
练尧深入抓秩序尧反复抓落实冶措施袁促使
官兵牢固树立起野标准意识和规矩意识冶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遥

在实践中袁该部扎扎实实打基础尧反
反复复抓经常尧一招一式抓落实袁大力开
展学法规尧研法规尧用法规系列活动袁对
标对表叶纲要曳和叶条令条例曳要求袁统一
部队管理尧 规范值班执勤尧 统一内务设
置袁努力实现营区管理正规尧库室设置合
理尧内务规范统一尧官兵精神饱满的工作
目标遥

渊 郭成 焦庆弘 赵若然冤

发放生活用品
送上节日祝福

满洲里讯 春节期间袁为使无亲人尧无
朋友尧家庭无经济来源致生活困难的野三
无冶在押人员感受到节日的温暖袁满洲里
市看守所免费为野三无冶在押人员发放生
活用品袁并送上节日的祝福遥

当管教民警将早已准备好的牙膏 尧
牙刷尧毛巾尧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发放到每
一位野三无冶在押人员手中时袁他们深受
感动袁纷纷表示一定会遵守监室秩序袁并
深刻反思自己曾经的违法行为袁 不辜负
监所领导的关怀与期望遥

该所免费为野三无冶在押人员发放物
品袁有效缓解了他们的思乡之情袁使他们
成为了有人问尧有人看尧有人管的野三有冶
人员袁 切实调动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袁有效促进了在押人员的反思尧悔
过与各项工作的开展袁为稳定监所秩序尧
维护监所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渊蔡静静冤

音德尔讯 为规范戒毒人员日常行为袁
促进场所安全稳定袁打造规范尧文明尧有序
的戒治氛围袁近日袁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四大队组织全体戒毒人员召开动员大会遥

会议要求袁 全体戒毒人员要严格遵守
所规队纪尧行为养成规范袁积极配合大队民
警安排的各项戒治任务遥 切实增强身份意
识尧 戒治意识和法治意识袁 要珍惜现有的

野幸福感冶袁充分利用场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尧
戒治氛围等条件戒除毒瘾遥 要服从民警管
理袁配合民警进一步营造安全尧和谐尧稳定
的戒治氛围遥

通过此次会议袁 增强了全体戒毒人员
的身份意识袁 形成严守所规队纪的良好戒
治氛围袁打造规范有序的戒治环境袁确保场
所安全稳定遥 渊袁辉冤

召开动员大会 规范行为养成

巴彦托海讯为加强看守所在押人员饮
食管理袁有效预防食物中毒等事件的发生袁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看守所严格把守监
所食品安全关袁确保在押人员用餐安全遥

食品安全工作是监所安全工作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袁该所积极探索新方法尧新途
径袁努力拓展工作领域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工作遥近日袁该所邀请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专业人员对监所所需食品进行留样检测袁
重点把好采购消毒第一关袁 做好食品留样
检测第二关袁达到全员用餐安全第三关遥

食品安全监测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化
了鄂温克旗看守所野五化建设冶工作袁加强
了在押人员食品卫生的管理袁 有效保障了
在押人员饮食卫生和生命健康权袁 为监所
食品安全筑牢了安全屏障遥 (邵春玲)

强化食品监管 筑牢安全屏障

开展安全宣传活动 提升群众守法意识

春节期间袁为减少交通违法和预防交通事故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拉特旗大
队组织民警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袁大力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袁
为群众平安过年营造了浓厚的交通安全氛围遥 李亮 邱瑢 摄

本报讯渊记者王雅妮冤为了进一步提高
广大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袁自觉
抵制高利诱惑袁远离非法集资陷阱袁近日袁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
大队联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尧赛罕
区人民检察院尧赛罕区处非办尧赛罕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尧中国银行玉泉支行等单位共同
开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教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民警通过宣传单页尧彩页尧

LED屏尧横幅等形式向群众宣传了叶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曳袁并向市民讲解如何

防范非法集资的有关法律知识袁 提高群众
识别尧防范非法集资活动的能力袁力争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遥

同时袁 开展活动的各单位共同召开了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联席会议遥 赛罕区
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蔡姚祥以养老尧
三农尧绿色发展尧区块链尧虚拟币尧数字藏品
等领域为重点袁对强化风险提示尧重点问题
和现存困难与各单位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袁
并就下一步推进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方向达
成了一致意见遥

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联合宣传化解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