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讯 2 月 3 日下午袁呼和浩特
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玉泉区大召广场开展
了元宵节主题网络直播遥 呼和浩特市消防
救援支队的野蓝朋友冶和内蒙古电视台的
主持人一起带领大家逛庙会尧聊消防遥

在人头攒动的大召广场袁消防员们正
在巡勤袁同步开展消防隐患排查遥 主播讲

解了塞上老街的历史尧布局尧功能尧房屋结
构等基本情况袁并详细介绍了古建筑中木
质结构房屋的防火要点袁如何在不破坏传
统建筑风格的情况下保障消防安全以及
古代的消防器材设备尧防灭火方法等遥 主
播与餐饮从业人员现场互动袁讲解了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遥

此次直播活动历时 90 分钟袁 在呼和
浩特消防微博尧抖音尧快手尧视频号以及内
蒙古电视台野奔腾融媒冶多个平台同步直
播袁共有 4.3 万人在线观看袁现场群众积极
参与猜灯谜赢好礼活动袁在宣传消防安全
知识的同时袁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日气氛遥

渊魏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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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讯 为迅速贯彻落实自治区
消防救援总队 2023 年全区消防救援工作
会议精神 袁2 月 2 日上午 袁呼和浩特市消
防救援支队召开了 2023 年全市消防救援
工作会议遥

会议回顾了 2022 年度重点工作 袁通
报了全市 2022 年度大队 尧站级班子和干
部考核情况以及表彰奖励情况 遥 呼和浩
特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刘杨作了题为

叶锚定目标笃行实干 袁 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 袁 聚力开创首府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曳的报告遥
会议要求 袁一是围绕 野一个主题 冶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袁 全力聚焦
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 遥 各级队伍要
紧密联系实际 袁 在消防工作实践中深化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 袁 切实将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不竭动力遥 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引领袁
明确奋斗方向袁坚持人才强队 曰二是坚持
野一个原则 冶袁以 野首府首位 冶姿态 袁跑出
高质量发展野加速度 冶遥 支队要聚力争先
创优 袁对标打赢制胜 袁抢抓发展机遇 袁力
争在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发展中更好
承担首府职能尧发挥首府作用 尧展现首府
作为 曰三是紧扣 野一条主线 冶袁全力落实
野十四五 冶规划 袁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心大
局遥 各级队伍要充分认清形势袁加大力度
确保规划有效落实落地 袁 牢牢把握住自
治区政府支持首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布
局袁 把握住总队对首府消防事业的大力
支持 袁切实找准工作契合点 袁拓宽思路 袁
借势发力曰四是抓住野两个根本 冶袁确保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尧队伍内部高度稳定遥 倾
心为民服务袁 把火灾防控作为最根本的
工作 袁精准发力袁靶向施策遥 狠抓队伍管

理袁把队伍稳定作为最根本的工作袁常抓
不懈 尧久久为功 曰五是实现 野四项突破 冶袁
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遥 要坚持以队
站建设为基础 袁 加强经费保障和队员招
录 袁 固本强基 袁 不断积蓄发展动能和后
劲 袁争取在队站建设 尧预算经费 尧特勤队
伍建设尧 专职队员招录等四个方面实现
新突破曰六是强化野五大保障冶袁不断夯实
高质量发展根基 遥 着力通过强化基层指
战员保障尧社会化保障尧装备器材保障和
基础设施保障袁切实服务好中心大局袁推
动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提出 袁 各级队伍要统一思想狠
抓落实袁 各级指战员必须始终以理论上
的清醒保证理想信念的坚定 袁 自觉同党
的基本理论 尧基本路线尧基本方略对标对
表 袁全面准确领会尧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袁要紧跟支队党委步伐袁切实做

到学深悟透尧学以致用曰明确责任保障落
实袁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袁严格
执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
负责制袁 牢牢把握开创首府消防救援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目标 袁 增强自觉
担当 尧勇于负重的责任意识 袁高标准 尧快
节奏地落实好会议的决策部署 曰 各级队
伍要主动求变尧守正创新袁积极应对新形
势 尧直面新挑战 袁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 袁
高质量展示自选题材袁多出亮点成绩袁努
力争先创优袁擦亮首府消防名片曰要把抓
落实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袁 从基层指战
员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袁 要不断健全基层
减负长效机制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袁积极
回应指战员所想所急所盼 遥 加大督促检
查尧追效问责力度 袁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遥

渊隆雪冤

锚定目标再出发 笃行实干谱新篇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召开 2023年全市消防救援工作会议

呼和浩特讯 为营造平安尧祥和的节日氛
围袁2月 3日上午袁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
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携手走进呼和
浩特市伊利健康谷奶粉全球智造标杆基地袁
进行了一场以野习惯安全尧人人消防冶为主题
的消防宣传活动遥呼和浩特市消防指战员尧内
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员与伊利健康谷

奶粉全球智造标杆基地员工近 150余人参加
了活动袁共同学习宣传消防知识尧喜迎元宵佳
节袁为企业生产助力打气遥

伴随着舞蹈叶起舞新时代曳袁演出拉开帷
幕遥直属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以真挚的情感尧精
湛的表演引得观众掌声不断袁 整场演出高潮
迭起袁舞蹈尧歌曲尧器乐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袁

整个现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新春气息遥
演出现场袁消防指战员和野北疆蓝焰冶消

防志愿者发放宣传单袁 为企业员工讲解演示
灭火器材装备的使用方法袁 现场进行灭火器
实操和疏散逃生演练袁并围绕初期火情处置尧
一懂三会等消防安全知识开展了有奖竞猜袁
现场观众积极参与袁并收到了消防文创礼品遥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将携手内蒙古
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持续开展进企业尧社区尧
商场尧 敬老院等新春走基层系列宣传演出活
动袁 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
群众身边袁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袁保障生
产生活安全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遥

渊隆雪冤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明确六个方面重点工作

呼和浩特讯 2 月 2 日袁中共呼和浩特
市消防救援支队委员会召开 2023 年全市
消防救援队伍党风廉政建设会议遥 支队纪
委书记尧副政治委员强雨林做了题为叶直
面问题尧勇于担当尧永远吹冲锋号袁推进全
市消防救援队伍党风廉政建设高质量发
展曳的工作报告袁党委副书记尧支队长刘杨
出席会议并讲话袁会议由副支队长王英伟
主持遥 全市队伍除值班执勤外的全体干部
参加会议遥

去年以来袁 支队党委坚决扛起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袁队伍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
好遥 支队纪委围绕中心任务袁聚焦主责主
业袁强化政治监督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
敢于斗争的精神袁 为确保队伍安全稳定尧
风清气正和全年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提供
了坚强的纪律保证遥

会议要求袁 一要扎实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政治责任遥 各单位主官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尧从严治队的野第一责任人 冶袁班子
成员要落实野一岗双责冶袁切实承担起队伍
教育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责任曰二
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野关键少数冶遥 支队纪
委全面加强野一把手冶和野关键少数冶的监
督袁坚决守住道德底线和法纪红线 曰三要
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遥 坚持不敢腐尧不
能腐尧不想腐一体推进遥 紧盯选人用人尧装
备采购尧工程建设尧消防执法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袁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遥

会议指出袁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袁也是消防救援
队伍整合改革踏上新征程的启航之年袁做
好今年的各项工作袁责任重大尧使命光荣遥
队伍上下要齐心协力尧竞进拼搏袁把全区
消防救援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野六项重
点工程冶 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袁
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推动首府消防救
援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明确袁2023 年袁 支队将主要从六
个方面抓好工作遥 一是推动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曰二是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监督 袁围绕
易发尧多发的五个重点方面风险隐患开展
有针对性地政治监督曰三是保持监督执纪
高压态势曰 四是建立基层风气监督制度曰
五是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曰六是强化纪检干
部队伍建设袁 努力打造敢于善于斗争尧自
身正自身硬的纪检铁军遥

渊魏琳冤

“火焰蓝”携手“轻骑兵” 走进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呼和浩特讯 为全面做好元宵节期间
的消防安保工作袁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
队提前研判节日期间消防安保工作形势袁
提前介入尧周密部署尧力量前置袁采取有力
措施袁全力做好消防安保工作遥

支队第一时间召开元宵节消防安保
视频调度会袁 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袁各
级队伍充分认清做好节日期间火灾防范
工作的严峻性尧复杂性袁研究部署元宵节
期间督导检查尧灭火救援尧执勤战备尧队伍
管理尧消防宣传等各项工作袁为群众度过
一个平安祥和的元宵佳节护航遥

支队机关尧大队组成由党委成员带队
的督导检查组袁为重点单位尧节庆场所尧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指导服务袁开展
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育袁提高重点人群的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曰检查指导尧集中
清理违规用火尧用电尧用气袁违规住人袁违
规停放和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行为袁强化
对火源尧电源尧气源的安全管控遥 期间袁全
市共出动 52名消防监督员袁检查社会单位
49家袁 发现火灾隐患 51处袁 现场整改 48
处遥
支队修订完善灭火救援预案袁组织开

展实地熟悉演练袁 提高攻坚打赢能力曰对
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区域尧重大活动举办场
所实施现场监护和驻点值守袁共出动车辆
47车次尧消防救援人员 219人次袁确保灾
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袁及时到场曰加强
对执勤车辆尧装备器材的维护保养袁及时
补充和更换作战物资和灭火药剂遥

支队协调各级媒体形成宣传报道合
力袁在各级媒体刊播新闻 18次曰采用线上
线下猜灯谜尧滚动播出消防公益广告等形
式袁宣传消防安全知识袁共发布消防安全
提示 10.9万条次遥 渊隆雪冤

逛庙会聊“宵”防 平安喜乐庆团圆

守万家灯火 护佳节平安

严阵以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