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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危难时刻用血肉之躯守
卫滨城这片土地，还主动把消防救援
工作置于葫芦岛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谋划推进，充分发挥参谋作用。”葫
芦岛市领导说。

葫芦岛消防救援支队认真贯彻
葫芦岛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的系列部署，
从群众最关心、企业最需要的地方做
起，出台了 21条便民利企举措，年初
以来，累计提供上门服务240余次，解
决消防技术难题 320 项；开展了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电气火灾综
合治理、“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等十
余项专项整治活动，检查单位 5720
家，整改火灾隐患5198处。

葫芦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22次就消防工作作出批示，市县两
级党委、政府累计召开消防工作会议
31次。科学制定“十三五”消防规划，
为葫芦岛新一轮消防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市政府和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
把消防工作责任纳入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考评和政府督办内容。
葫芦岛消防业务经费连续3年增

幅超过 30%，全市消防车辆总数达
109台，装备消防器材 260件；高标准
组建高层、石油化工、水域救援3支救
援队；新建3个消防队站，消防队站总
数达 29个，形成了覆盖城乡、遍布全
市的火灾防控网络。

年初以来，葫芦岛成功处置了虹
螺山山火、“3·29”南票区大兴乡伟业石
化有限公司工业萘露天堆垛失火、“7·
24”龙港区天启晟业化工有限公司爆炸

等重大火灾事故，圆满完成“8·06”绥中
县抗洪抢险工作，抢救被困人员1052
人，疏散人员 3611 人，抢救财产价值
7876.3万元，保护财产价值1.1亿元。

葫芦岛消防救援支队被公安部荣
记集体三等功三次；被省政府、市政府
荣记集体二等功各一次；连续两届获
得省“文明单位标兵”称号；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人民满意单位；被葫芦岛市
委、市政府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位，授
予“英勇善战的滨城消防卫士”和“滨
城公安消防铁军”等荣誉称号。

防风险 保平安

本报讯 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
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切实
解决企业用电的痛点、难点和堵点
问题，全力推动电力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

针对办电环节多、时间长、费用
高等问题，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推
出“压减办电环节、时长、成本，增加多
元、创新、差异服务，提升服务标准、质
量和客户感知度”的“三减、三加、三提
升”供电服务新模式，为客户提供“马

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服务新体验，
营造“快到客户想不到、想到客户前头
去、做到客户心坎上”的服务质效和客
户感知。

快到客户想不到。7月 21日，辽
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一期用电
工程完工。当天，葫芦岛供电公司就
完成了竣工验收、签订合同、装表接
电等工作。“原本以为工程完工后，还
得十天半个月才能送电，没想到当天
就把电送上了!”该公司负责人对供
电公司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

想到客户前头去。“在辽宁先达
农业科学有限公司项目启动初期，我
们就超前服务，主动上门组织现场勘
察，结合附近电源情况制定最优供电
路径及供电方式，仅用一周时间便完
成供电方案编制及答复。在工程建
设中，我们全方位主动对接，把各项
服务前移，处处想到客户前头去，才
取得如此快的送电速度。”国网葫芦
岛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王世成表示。

做到客户心坎上。面对客户多
元化的用电需求，国网葫芦岛供电

公司创新推出“网格化”用电服务模
式，将营业厅延伸到客户身边，打通
用电服务“最后 100米”。同时，不断
深化“互联网+”服务，实现由面对面
到键对键的全业务线上服务，让客
户真正享受足不出户、线上办理的
方便与快捷。

今年前 9 个月，葫芦岛供电公司
服务小微企业客户 153 户，累计投资
5024.31 万元，建设配套电网工程 19
项，为客户节约资金947万元。

陈 超 本报记者 翟新群

葫芦岛持续释放电力营商环境“磁力”
前9个月，投资5024.31万元为小微企业建设配套电网工程19项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葫
芦岛银行将支持“飞地经济”作为一
项重点工作，强化组织领导，统筹信
贷资源，积极探索金融支持“飞地经
济”发展的新模式。截至9月末，该
行为全市7个“飞地项目”投放贷款
3.12亿元。

葫芦岛银行“飞地经济”融资
重点支持文旅项目、中小微企业和
优质民营企业，对特大型项目发挥
金融集团优势，提供由该行主导的
银团贷款。在积极做好金融政策

传导和金融服务、为企业提供优质
金融业务咨询与辅导的同时，葫芦
岛银行根据全市“飞地经济”项目
整体规划，安排专业人员做好项目
跟踪，精心筛选，分类施策，为其配
套最适合的金融产品，实现资金与
项目的精准对接。例如针对基础
设施类项目、产业园区类项目、商
贸服务类项目，分别为其提供项目
贷款、小微企业贷款、贸易融资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
等金融产品。

葫芦岛银行为“飞地项目”
投放贷款3.12亿元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兴
城泳装小镇斯达威泳装超级产业园
本月举办的“巴黎时装周杯让设计
与企业无缝对接泳装创意设计大
赛+”系列活动中，将由大赛组委会
组织参赛者与入驻斯达威泳装超级
产业园的泳装制造企业对接，推动
设计大赛成果产业化。

企业将向主办方购买设计版
权，由大赛主办方、购买版权企业、
获奖者签订三方合同，投入生产后，
按销售总量，获奖者将获得如下奖

励：销售 1万套及以上，按每套 2元
奖励；销售 5 万套及以上，按每套
1.8元奖励；销售 10万套及以上，按
每套1.6元奖励。

此举将实现设计者与企业间的
价值链接，引育优秀设计人才创业，
助推斯达威泳装超级产业园智造产
业向时尚产业转型，搭建设计师与
企业共赢的平台，推动原创设计、智
能研发、高级定制与企业的多维度
无缝对接，促进兴城时尚泳装产业
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繁荣发展。

斯达威泳装超级产业园
推动泳装设计大赛成果产业化

本报讯 葫芦岛市第一家保税
仓库——葫芦岛连石保税仓储有限
责任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日前运营。

该保税仓库位于葫芦岛锌业股
份有限公司厂区，总面积 6.05 万平
方米，包括室内存货区和室外存货
区两个功能区，主要存放进境大宗
矿产品等。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设立保税仓库意向后，葫芦岛海关

主动开展前期项目论证，全程跟踪
项目审批、筹建、施工、调试和验收
等关键环节，最终促成保税仓库建
成运营。该公用型保税仓库的启
用，将进一步提升葫芦岛口岸功能，
增加企业对外贸易中的灵活度，增
强辐射带动作用，为葫芦岛市乃至
辽西地区进出口业务拓展搭建良好
的平台。

孟 帅 本报记者 翟新群

海关助力首家公用保税仓库运营

本报讯 记者李万东报道 葫
芦岛市纪委监委从解决群众关心的
痛点问题入手，将整治农村党员干部
大操大办婚丧事宜、攀比敛财作为整
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内
容，正党风、纠歪风、树新风。

就农村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操
办婚丧事宜，葫芦岛市纪委监委明
确提出“六个不准”，即不准操办除
婚丧以外的其他事宜；不准在办理
婚丧事宜中滥发邀请、分批分次、大
操大办、借机收受钱物；不准参加村

民操办的除婚丧以外的其他事宜
（与其为直系亲属的除外）；不准在
办理婚丧事宜中借职务之便收受下
属、村“两委”班子成员和管理服务
对象的礼品礼金；不准承担直系亲
属之外的婚丧事宜主持、司仪等服
务活动；不准在婚丧事宜中搞封建
迷信和低俗媚俗等违背公序良俗的
各类活动。

截至目前，葫芦岛市已查处农
村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事宜 9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人。

向农村党员干部大操大办亮剑

11 月 7 日 上
午，辽宁财贸学院
知行馆内掌声雷
动，歌声铿锵，“永

远做党和人民满意的消防卫
士，践行总书记授旗训词一
周年”主题报告会正在举
行。葫芦岛市委、市政府授
予葫芦岛消防救援支队“人
民满意的消防救援队伍”荣
誉称号，授予曲鹏程、王克
洋、谷风波、李许阳、赵海东
5名消防指战员“杰出消防
卫士”荣誉称号。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
验中，葫芦岛消防救援支队
牢记使命，浴血奉献，圆满完
成火灾防控、抢险救援、消防
安保等任务，为维护社会稳
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作出了突出贡献。

葫芦岛市南票区虹螺岘镇利用
闲置工业用地及“飞地经济”政策实
现招商引资新飞跃，不断增加税源，
提前超额完成2019年税收指标。

截至 10 月底，全镇全口径税

收完成 7859.6 万元，全年预计完成
9000 万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完
成 3815.4 万元，全年预计完成 4300
万元。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飞地项目”活了虹螺岘镇经济

新征程上勇担责
——葫芦岛消防救援支队建设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费灵雨 文并摄

图说 TUSHUO

7 月 24 日 11 时，北港工业区上
空浓烟滚滚，龙港区天启晟业化工
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当人们纷纷往
外撤离时，83 名消防指战员却冒着
二次爆炸的危险，冲向火焰和剧毒
烟雾。

天启晟业化工有限公司西侧紧
邻乾海化工公司，后者厂内有 8个燃
油储罐和 6个危化品储罐，一旦发生
二次爆炸，将引发连锁爆炸，周围企
业将被夷为平地，附近村庄在劫难
逃，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报警后，葫芦岛消防救援支
队政委柏岩、支队长郝永贵带领全勤
指挥部成员和25辆救援车，在最短时

间内到达现场，快速侦查，果断确定
了主攻方向和“外部控制、强攻近战、
内攻分割”的科学战术。

冒着随时发生再次爆炸的危险，
忍受着高温烈焰的烘烤和有毒气体
的侵害，参战指战员与“火魔”展开了
殊死搏斗。设置水枪阵地，阻隔火场
和乾海化工公司；用水枪冷却设备，
用泡沫枪压制明火；地毯式搜救被困
人员……历经近3个小时的艰苦鏖战，
消防指战员彻底扑灭了大火，救出两
名被困人员，阻止了更大灾难的发生。

8月 6日，绥中县发生特大洪灾，
东戴河旅游度假区和西甸子镇受灾
严重，部分道路、桥梁被冲毁，多名群

众被困。东戴河消防中队的指战员
夜以继日，连续奋战，转战 11个受灾
地点，在齐腰深的洪水中冒雨跋涉，
背着老人，抱着孩童，成功完成了 11
起救援，101名群众被顺利营救。

3月 29日，南票区大兴乡伟业石
化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工业萘露天堆
垛不慎着火，引燃了临近煤堆垛、两
辆槽罐车及厂房，严重威胁厂区内储
油罐及 6 辆柴油槽罐车的安全。20
辆消防车、78 名消防指战员及时赶
到，警戒、灭火、疏散，不到两个小时
就把大火彻底扑灭。

每逢危急关头，总能见到消防指
战员尖刀出鞘，他们不辱使命、不怕

牺牲、竭诚为民、浴血奉献的故事说
也说不完。

零下十五六摄氏度的冬天，两名学
生被困在距海岸40多米的浮冰上，消防
人李许阳主动下水救人，等人被救回
来，坚硬的冰块已经划破他的手脚，身
体都冻麻木了。兴城一个农民家的液
化气罐起火，消防人赵海东带领同事用
水枪对罐体冷却灭火后，命令别人撤
退，自己冲进屋，冒着危险把液化气罐
转移出来，避免了一场爆炸事故。

“葫芦岛消防救援队牢记使命责
任，把赴汤蹈火作为践行誓言的英雄
本色，在危难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葫芦岛市领导这样评价道。

冲得上 打得赢

这样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
赢的队伍是怎样炼成的？奋不顾身
的奉献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从哪里来？

来 源 于 牢 固 的 思 想 根 基 。 不
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扎实开展主题
教育和“学训词、铸忠诚、创新业、
立新功”主题教育，广泛征求意见，
有的放矢整改。学习塔山阻击战
先烈精神，锤炼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作风。

来源于严管宽爱。按照“准军
事化、准现役”的要求，确保队伍纪
律严明、令行禁止；制定规章制度，
形成制度健全、责任明晰、教育经常
的精细化管理格局；建立“告知、通
报 、奖 惩 ”督 察 机 制 ，每 月 通 报 讲
评。把消防指战员意外伤害险纳入
财政预算；开辟指战员就医绿色通
道，解决子女入托、入学难题；开展
特色文化活动，及时为消防指战员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来源于聚焦实战打基础。采取
“走、看、查、记”的形式，重点加强对
人员密集场所、石化企业、高层建筑
等的熟悉程度，摸清辖区的交通道
路、消防水源、建筑结构布局等情况；

对重点单位逐一制定应急预案；整合
道路、水源、预案、战评、出警研判等
指挥系统基础数据，为迅速灭火救援
筑牢基础。

来 源 于 紧 贴 实 战 练 精 兵 。 着

眼实战，创新组训模式，交叉安排
耐力、力量、速度、技巧训练，创编
独 具 特 色 的 功 能 性 体 能 训 练 法 。
针对辖区可能发生最大、最难、最
险、最复杂的灾害事故，每月开展
一次真火模拟实战演练，每季度开
展一次重大灾害事故及典型案例
战评总结。

来源于党委班子和各级带队消
防指战员的率先垂范。“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在重大火灾面前，他们
敢于叫响“向我看齐”“跟我上”，身先
士卒，靠前指挥。

在还处于建设中的富尔沃大厦
火灾救援中，从6楼到13楼全部被火
焰和浓烟包围，能见度极低，楼梯还
没有扶手，非常危险。为了到13楼设
置水枪阵地，龙港区消防大队政治指
导员曲鹏程带领两名消防指战员，冒
着随时跌落下去和被燃烧物砸中的
生命危险，摸索着艰难前行，最终攻
上 13楼，在有利地势展开水攻，为扑
灭大火立下了战功。

强根基 练内功
▼

▼

筝岛时讯 SHIXUN

消防指战员正在排险堵漏。

火灾救援现场。

葫芦岛市级文明村——南票区
虹螺岘镇小寺村在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同时，狠抓美丽乡村建设。

近几年，小寺村共栽植金钱
榆、海棠等绿化树 700 余株，硬化
路面 3 公里，改造厕所 65 个，每天

由 3 名保洁人员清理日常生活垃
圾。村里还购置了秸秆打捆机，有
效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如今，全
村形成了“爱护环境、美化家园”的
良好氛围。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美丽乡村建设”美了小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