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专版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视觉编辑：赵磊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1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全面发展争一流 聚焦转型走前列

邢台消防救援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以点带面提升小微企业及
家庭作坊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邢台消防“蓝朋友”志愿服务队

擦亮志愿服务品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市消防
救援支队党委闻令即动，按照上级党委的
部署要求，结合“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立
足贯通“学思用”，统一“知信行”，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抓部署、建机制、强引领，形成步
骤明确的“施工图”、分解到人的“责任图”，
全力描绘基层和群众满意的“效果图”，扎
实推动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党史学习教育高
标准起步、高效能推进、高质量落实，在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
加快推动邢台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发力，在真学真信中
汲取奋进力量

“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针对消防救援队伍队站
分散、人员成分多等特点，牢牢把握‘高标
准高质量’要求，正确处理好‘自选动作’和

‘规定动作’的关系，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抓
出实效、抓出特点。”在党史学习教育伊始，
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宋敏向全市消防
救援队伍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邢台市消防救援
支队坚持以上率下、深学真学，以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为重点，把“学”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首要任务，建立健全支队主官、班子
成员、大队负责人“三位一体”示范领学机
制，成立“党委宣讲团”，结合巡回指导和读
书班等活动，支队领导带头到所在支部和
联系单位开展党史宣讲、学习讨论、述学督
学，切实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支队还邀请省委党校教授和老党员、
老战士、老模范“三老”活教材来队讲述党
史，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照亮指战员的“初
心路”。

支队以支部为单位联合成立“党史学
习小组”，充分运用“三会一课”“周一夜
学”“队前一刻钟”“小马扎”等形式，党委
成员带头讲解党史知识、分享党史故事，
交流学习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检验学习
成效。

开通“党史大篷车”在基层队站开展巡
回宣讲，将党史学习教育搬到营区、训练
场、红色教育基地，着力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移动课堂”，取得良好效果。

丰富载体，在沉浸体验中
重温初心之旅

“通过学习党的百年历史，深深感受到
革命先辈们脚踏实地、勤勉奋斗的责任担
当，这是我们党不断挫败敌人、战胜困难的

法宝。”在党史学习教育举办述学评学会
上，支队组干科科长孙玉彪分享了主题党
日活动后的感悟。

支队将党史教育从讲堂延伸到现场，
组织指战员走进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冀
南革命烈士陵园、李保国纪念馆、董振堂
纪念馆等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踏寻
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系列主题党日
活动，重温入党誓词、追寻初心使命，开展
特色串讲等形式，引导指战员在边学、边
看、边听中深入思考，不断汲取前进智慧
和力量。

借助党团活动室VR实景感受革命先
烈浴血奋战的震撼场景。运用“星火邢襄”
党建云平台开展党史知识每日一考，实现
远程化教育、科学化考评，达到以考促学。

依托“邢台消防”公众号每日推送“百
年党史天天读”，在支队信息网开辟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专栏，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及时
传递学习教育“好声音”。制作党史学习教
育展板、开设宣传专栏，营造“党史学起来，
横幅挂起来，大屏亮起来”的氛围。创作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MV《青春
模样》，在队伍内广为传唱。

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0周年
红歌会、演讲朗诵和微党课比赛，创新开展

“百年辉煌·红心向党”微党课、“心歌述党
史”、“我和我的支部”微视频系列展播活
动，在讲理论、抒真情、颂先进中拓宽党史
学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感受红色教育魅
力，展现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和光辉成就，抒
发浓浓的爱党之情。

解忧排难，在为民服务中
展现队伍风采

支队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千方百计解
决群众、指战员实际困难，真心实意为群
众、指战员办好事实事。分别列出“我为群
众办实事”“我为基层解难题”两张措施清
单，涉及落实优待措施、抓好基层指战员培
训、加强对基层的服务和指导等 17 个项
目；在对外服务群众方面制定了主要涵盖

“蓝朋友”志愿服务、深化打通“生命通道”
工程、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等9条具体
措施，每个清单明确了责任人、牵头领导和
完成时限。

为城市的平安保驾护航，提供优质的
消防服务，是消防救援部门应有的分内职
责，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针对全
市小微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较弱的实际，今

年年初，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提请市政府
将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消防安全示范点建
设纳入到了2021年度全市民生实事项目，
针对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易发生“小火亡
人”事故的现实问题，提请市消防安全委员
会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微企业及家庭
作坊消防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全面规范
企业自我管理行为。同时，成立19个帮扶
指导小组，实地督导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
示范点建设，针对存在的隐患问题制定整
改措施，将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服务承诺
落到了实处。

此外，该支队还通过一系列举措，让百
姓看到消防救援部门真正在“为民解忧”

“真心办实事”。该市将消防设施、消防车通
道、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等纳入
市委、市政府“三重四创五优化”、老旧小区
改造、民生实事、绿色社区创建等工程，消
防、公安、城管、住建等部门联合发力，推动
消防安全重点任务落实。今年以来，该市每
月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不少于4次，全市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1.8万个，停车场76个，新
装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设施3200 余处，
通过集中力量办好事、办大事，打通了居民
身边的“生命通道”，确保了群众的消防安
全，解决了困扰群众的烦心事。

近年来，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着力建
强班子、带好队伍、推动改革、促进发
展，扎实推进各级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全
面稳固全市火灾防控基础，努力锻造过硬
消防救援队伍，有效保持了全市火灾形势
总体平稳，为全市高质量赶超发展提供了
坚强消防安全保障。支队先后获评第六届

“全国文明单位”，被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
局表彰为“执勤训练先进支队”“2020 年
度调研工作先进支队”，被省消防救援总队
评为“2020 年度安全工作先进支队”，
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被省消防救援总
队评为全省“先进党委”和“先进支队”。
先后涌现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119”消防先进
个人、河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时代新
人·河北好人”、河北省应急管理年度人物
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抓班子、带队伍，强化党建
引领作用

支队党委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成立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坚
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落实

“周例会及时学，中心组深入研”的“政治
学习一刻钟”工作机制，支队党委把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于消防救援工作的全过程、
全领域。支队党委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统
揽全局、议抓大事上，严格落实党委“七
议”制度，实行党委决议全程跟踪督办制
度，推动党委决议落实到位，及时解决了
队伍建设和事业发展的一揽子重大问题。编
印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用手册、
文书及流程图，拍摄《基层党组织生活示范
片》，规范各级各类党组织党务工作和组织
生活，让基层党组织建有标准、抓有规范。
举办政治工作轮训班，对60余名基层党组织

书记进行集中培训；研发“星火邢襄”智慧
党建平台，将党员信息、“三会一课”、民
主评议等一网融合，实现组织生活指标
化、党内教育信息化、考核考评积分化。
扎实开展“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
意”模范机关创建活动，制定机关党建工
作制度规范，建立每周列队点名提问和办
公秩序检查等长效机制，推动机关强能
力、提素质。

压责任、抓整治，纵深推进
火灾防控

支队深入开展“三重四创五优化”活
动，将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作为工
作重点，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顺
应执法改革，回应人民期待，综合治理、
放管服并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邢台市

委市政府印发《邢台市深化消防执法改革
实施方案》，推动改革措施落实落地，将
消防安全列为与规划、土地、环保、政府
负债并重、不可逾越的“五条红线”之
一。今年以来，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 10
余次召开政府常务会、办公会等专题研究
消防工作，20 余次带队检查消防安全。
邢台市政府专门印发关于加强乡镇和街道
消防工作的通知，打牢乡村地区火灾防控
基础。邢台市政府将老旧小区消防改造和
小微企业家庭作坊示范创建纳入政府民生
实事。紧盯打通“生命通道”、大型商业
综合体、彩钢板建筑等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指导教育、民政、文旅、卫健等部门
深入开展行业消防安全标准化创建达标活
动。在全市推行社会单位精细化管理，组
织编写《邢台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精细化

管理手册》并正式刊发，培育发挥示范标
杆作用。始终聚焦防范和化解重大消防安
全风险，深入开展冬春火灾防控、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及小微企业家庭作
坊、大型商业综合体、易燃易爆单位等消
防安全专项治理，全市火灾形势持续保持
平稳。

强素质、谋打赢，锻造过硬
专业队伍

支队党委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着
眼“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把提
升队伍综合救援能力作为核心任务，充
分发挥“主力军”和“国家队”的作
用。支队针对辖区全部灾害类型和处置
对策，制定完善类型灾害预案和重点单
位预案，修订 《灭火与应急救援社会联
动工作机制》。推进石油化工、地震、高
空等五类模拟训练设施建设，打造高
空、地震、山岳、水域、化工等七支专
业队伍，深化水域救援课题攻关，与国
内外知名培训团队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分批次组织指战员开展轮训。今年以
来，支队邀请北京凤凰岭地震救援培训
中心教官团队为支队开展地震救援培
训；遴选水域救援技术骨干赴云南昭通
参加教练级水域救援技术培训;邀请专业
培训机构开展野外急救培训，重点针对
控制感染、伤患评估系统、创伤和烧
伤、过敏和过敏反应神经系统、脊管理
等野外急救科目开展系统培训，增强指
战员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能
力；组织水域救援专业队赴广西桂林龙
胜县大唐湾开展激流水域救援专业培
训，培养各类救援骨干 455 人次，全市
队伍专业化水平实现有效提升，形成了

“专常兼备、平战结合、辐射全域”的专
业力量格局。

在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因为消防梦想聚到一起，他们是火场里
的逆行者，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他们有着火一样的
热情，风雨无阻地穿梭于社区、商市场，义务宣讲消防知识，助残济
困、帮孤助残、不求索取、不计回报，用无私、奉献、微笑助力平安、文
明邢台建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蓝朋友”志愿服务队。

邢台消防“蓝朋友”志愿服务队最早由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与
邢台市公益服务协会共同成立，全市各消防救援站成立“蓝朋友”
志愿者服务分队。“为进一步规范服务队建设，我们出台了志愿服
务工作章程，统一制作了队旗、队徽等，‘蓝朋友’志愿服务队的成
立，整合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教育体验馆和‘蓝朋友’便民服务站
等资源，定期开展助老助残、关爱儿童、社区便民、平安校园、防火
宣传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服务实现阵地化、规模化，有
效推进志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支队政治部主任邓晓华对服务队
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几天不见他们还挺想。”家住邢台市信
都区的一位失独老人谈到“蓝朋友”志愿服务队时说道。老人已经习
惯了与身边的“蓝朋友”志愿服务队员互动，消防员们在给予老人生
活帮助的同时，也走进了老人的心里，给了他们亲人般的温暖。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邢台消防“蓝朋友”志愿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在失独老人心里，他们是孩子，常常陪老人唠
家常，叮嘱他们要注意身体，给予最贴心的陪伴；在困难家庭的孩
子眼里，他们是大哥哥，连续6年的助学圆梦行动，解决孩子上学
的后顾之忧，激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奋发向上；在市民心中，他们是
提供便民服务最贴心的聚集地，全市各消防救援站设立“蓝朋友”
便民服务亭33个，免费为群众提供急需医药、雨伞、打气筒、热水
和纸笔等物品，随时为群众提供必要援助。

宁晋县消防救援大队“蓝朋友”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捐资助学
活动，最早捐助对象已被浙江大学等高校录取；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新“结对”了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定期送去助学
金和学习用品，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家庭困难，珍惜学习机会。

“消防救援队伍同老百姓联系密切，蓝朋友‘护蕾计划’助学活动我
们会一直持续开展下去，我们还将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不断拓宽志
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宁晋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张俊杰对大队
志愿服务工作充满期待。

钢铁北路消防救援站“蓝朋友”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彭振彬是支
队志愿服务队的“热心肠”，多年以来，他走访帮扶200余户，组织
策划志愿者服务20余次，先后获得邢台市优秀志愿者、邢台市抗
疫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在服务驻地的同时，他还把在邢台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积累的经验带到了东北老家。在他的努力下，家乡的志愿
者团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爱心协会组织“孝亲饺子宴”“关爱
孤寡老人”“帮扶贫困学生”等各类志愿服务70余次，为困难学生
累计捐助资金6000余元。

“群众的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我们要凝心聚力，
用行动作为青春的号角，做好群众身边的知心人。”在与“全国五四
红旗团支部”钢铁北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指战员座谈会上，支队党
委书记、政治委员宋敏对青年指战员提出了殷切希望。今年以来，
全市“蓝朋友”志愿服务队的1300余名指战员，围绕消防宣传、疫
情防控、助残济困、帮孤抚幼、隐患排查等主题，开展630场次志愿
活动，为群众撑起了“暖心伞”，擦亮了志愿服务的邢台消防品牌。

今年以来，为打牢乡村地区火灾防控基础，深入开展“三重四创
五优化”活动，深化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邢台市消防救援支
队精准施策，发动乡镇、街道、公安派出所等基层组织广泛开展小微
企业及家庭作坊消防安全治理，提请市政府将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
示范点建设纳入2021年重点民生工程，以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思
路，有效提升了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邢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微企业及
家庭作坊消防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消
防安全管理、火灾隐患自查、消防宣传培训等职责和要求，推行风
险隐患“自知、自查、自改”，为完善消防安全自我管理体系打下了
基础。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和街道消防工
作的通知》，明确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的消防
职责，建立完善消防安全检查等6项长效机制，充分调动了基层组
织的工作主动性，在全市长期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治理。

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研究制定《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消防安
全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表，明确工作步骤、完成标准、
完成时限、协调科室、责任单位及奖惩措施，挂账作业。支队成立帮
扶小组对全市19个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示范点进行“一对一”帮
扶，指导其实行消防安全自我评估管理，建立整改责任清单，提高
消防安全意识。为吸取案件事故教训，支队以身边火灾案例为题材
制作了预防和遏制“小火亡人”火灾警示片。分批次组织辖区乡镇、
街道、村“两委”、派出所等基层网格管理人员，和小微企业及家庭
作坊消防安全负责人开展消防培训，分析不同场所的火灾风险和
检查要点，引导人员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其抵御火灾风险
的能力。目前，全市创建完成19个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消防安全
管理示范点，累计排查小微企业及家庭作坊4348家，消除隐患问
题6600余处。

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专业队开展救援训练。

学习百年党史 凝聚奋进力量
——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近日，邢台市任泽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幼儿园开展消防宣传进
校园活动。消防员现场为师生们讲解了消防安全及逃生自救知识，
演示了无齿锯、机动链锯、破拆工具组等消防灭火救援器材装备的
功能用途，并组织全体师生开展疏散演练，提升师生应急能力。

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永远跟党走”主题红歌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