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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消防支队——
—

五项举措扎实做好集中教育整训工作
为实现改革转制过度期间队伍集中 层分包单位开展走访调研和“一对一”谈 橱窗、微信平台等载体和第四届“十大杰 类、20 余项工作任务，久久为功、精准发
统一，坚决确保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平稳 心谈话活动。
出消防救援卫士”评选活动契机，积极组 力，扎实开展教育整训工作。
过度，三门峡市消防支队务实举措、全力
五是坚持学字当头， 确保精准把握
二是坚持领导先行， 确保思想行动 织开展“队员大讲堂”“英雄故事会”“知
抓好集中教育整训工作落实。
“两看齐”。 该支队党委书记、政委江俊伟 党恩、感党恩、报党恩”大讨论、“政策温暖 “五个点”。 该支队牢牢把握“稳、准、进、
一是坚持党委统领， 确保队伍上下 以始终
“
同心同向、紧跟紧随，做到绝对忠 进家庭”、落实消防救援人员优先“暖心工 好、廉”五个点，时刻保持“学如弓弩，才如
“
一条线”。 该支队第一时间做好思想发动 诚、绝对可靠”为主要内容，为全体指战员 程”等活动，不断增强广大人员思想认同、 箭镞”的进取意识，针对转制以来重要文
和动员部署，先后两次组织召开专题党委 进行授课。 班子成员和大队主官以上率 身份认同和实践认同。
件，该支队认真进行总结整理，汇编下发
会、两次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进行集中学习 下、先做先行，带头上课堂、上操场，讲在
四是坚持全面推进， 确保活动开展 “口袋书”200 余本，组织集中学习、大讨
研究，迅速成立由军政主官挂帅的整训工 先、练在前，带头学政策、亮身份，积极引 “四保证”。 该支队以坚决保证应急救援水 论、警示教育和红色观影 800 余人次，开
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集中教育整训方 领队伍正思想、跟着学、认真做，切实形成 平大幅提升、作风纪律更加严明、队伍高 展各类政策宣讲、专家授课、学习练兵比
度安全和火灾形势持续稳定“四保证”为 武活动 10 余场等， 有效带动全体人员认
案》，6 次召开动员部署会、推进会和办公 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良好态势。
三是坚持党建引领， 确保教育整训 前提， 紧密结合当前重点工作和形势任 真学习应急管理新理论，扎实打牢业务基
会进行安排部署和推动落实； 深入践行
“
一线工作法”， 结合思想大摸排活动，组 “三认同”。 该支队以“三会一课”、主题党 务，研究制定细化实施方案和月、周计划， 本功，切实以整训教育的有序开展加快实
木兮
织支队党委常委分 2 批，5 次带队深入基 团活动为牵引， 充分利用部队内部简报、 列出时间表、 任务单， 对照 3 个阶段、5 现应急救援队伍转型服务升级。

一年一度的 119 消防宣传月
活动将拉开大幕，陕州区消防大队
及早谋划，组织人员走上安全文化
“舞台”中央，主动牵头协调有关职
能部门、社会和家庭，同声合唱事
关民生安全这台重头戏，为拓展宣
传渠道，丰富活动内容，吸引更多
的群众参与消防、了解消防、支持
消防工作“充电热身、锣鼓助威”。
图为日前，陕州区消防志愿者在地
坑院景区玻璃天桥项目附近，向管
理人员宣传防火和疏散逃生知识，
有效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张平乐 摄影报道

河南省把退役士兵安置当作战斗力工程
近日，谈起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河南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
办公室处长李军对记者说， 退役士
兵安置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 也是
一项战斗力工程，河南省委、省政府
采取刚性手段， 把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纳入政府任期目标考核内容、纳
入双拥模范城（县）考评体系，切实
维护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的严肃性，
确保符合政府安置工作条件的退役
士兵安置到位。

李军告诉记者， 省民政部门每
年主动协调人社、编办、国资委等部
门，共同下达安置计划，根据省退伍
办提供的退役士兵基本情况， 对事
业单位缺编情况进行梳理， 选出待
安置岗位。 安置期间，全省推行“阳
光操作”，将安置政策、安置对象、安
置计划、安置方案、考核成绩、名次
排序等全部公开，各级纪委、监察部
门和社会媒体全程参与监督， 确保
公平公正。

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把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纳入政府任期目标考
核内容、纳入双拥模范城（县）考评
体系， 对拒不落实或变相拒绝的单
位和领导给予处罚， 不得参与双拥
模范城（县）等荣誉评比。 每年省民
政厅组成督导组，对 18 个省辖市进
行全面检查， 并对个别单位以各种
理由拒不接收退役士兵的问题，采
取行政处罚、约谈领导等方式，强力
推进安置落实。
王根成

中国空军盛装亮相中国航展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 6 日在珠海开幕， 中国空军新
型战机和一批现役主战装备全新亮
相，两支飞行表演队劲舞长空，集中
展示空军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新
成就。
中国空军遴选了 30 型代表性
装备参展，涵盖了制空作战、空中打
击、战略投送、预警探测、防空反导
和空投空降等要素作战力量。 其中
攻击－2 无人机是首次面向公众展
出， 成系统、 成体系展示了改革开
放、改革强军的新成就。

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 的 重 头
戏。 空军“
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空军
航空大学“
红鹰”飞行表演队相继腾
空，上演了精彩的“
蓝天芭蕾”。 万众
瞩目的歼－20 以 3 机密集编队的
阵型， 展示了良好的操作性能和优
异的作战性能。 被誉为“鲲鹏”的
运－20 运输机，则上演了“
S”型机
动、急上升转弯盘旋等高难度动作。
中国空军绚丽纷呈的飞行表演和展
示，激发了现场观众的爱国热情。 航
展观众许莉萍说：“中国空军燃爆了
航展， 燃爆了所有中国人对国家强

盛、空军强大的自豪。 ”
空军还在航展中布设了招飞展
馆，分为智能科技互动区、模拟飞行
体验区、飞行荣誉展示区、心理选拔
检测区、 全息影像合影区和招飞政
策咨询区， 公众可以通过面对面咨
询和亲历式体验， 了解空军招飞政
策规定和感受翱翔蓝天的美妙。
空军司令员丁来杭在开幕式上
表示， 中国空军将以更加自信、开
放、担当的姿态，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 坚决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
张玉清 黄书波

退役军人新能源物流
就业创业项目启动
近日， 中军速运退
役军人新能源物流就业
创业项目启动暨新车交
付仪式在浙江杭州举
行。 仪式现场，有关单位
签署了退役军人参与物
流服务的军民融合协
议，并表彰了被评为“最
美物流司机” 的 6 名退
役军人。
作为退役军人的就
业服务平台， 中军速运
已在上海、深圳、广州等
地建立了近千名退役军
人参加的新能源物流队

伍。 据悉，该项目计划在
未来三年， 把 5 万辆新
能源物流专用车布点至
100 多个城市， 建立一
支覆盖全国的退役军人
同城配送大军， 为上万
名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机
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服务促进会和浙江省、
杭州市军地领导， 及退
役军人、 企业代表等参
加了活动。
唐剑

军 情 速 读
我国启动“天河工
程”星箭研制 计划 2020
年完成“天河一号”首批
发射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获悉， 我国
目前已正式启动“天河
工程” 卫星和火箭工程
研制，“天河工程” 卫星
模型将在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首次公开亮相。
维和题材电影《中
国蓝盔》 将于 11 月 23
日公映
维和题材电影 《中
国蓝盔》 日前在八一电
影制片厂举行首场军内
见面会，并将于 11 月 23
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电影由宁海强 执 导 ， 徐
洪浩、一龙等主演，真实
讲述中国维和部队官兵
冒着巨大危险， 坚守各
维和任务区的 故 事 ， 展
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
中国维和军人的风采。
印度欢呼其国产
核潜艇完成首次战略威
慑巡航
《印度时报》11 月 5
日称， 印度国产核潜艇
“歼敌者”号当天完成首
次战略威慑巡航。 报道
称， 这标志着印度成功
完成“三位一体”核威慑
战略， 令印度成为世界
第六个核潜艇国家。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