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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天赤峰气温回升
本报讯 赤峰 市 气 象 台 昨 日
16 时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我市天
气以晴转多云为主， 北部最高温
度在 -5℃到 1℃之间， 南部最高

温 度 在 2℃ 到 5℃ 之 间 ， 风 力 不
大。
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 3-4
级， 最高气温 3℃， 北部 1℃；今

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
北风 3-4 级 ， 最 低 气 温 -11℃ ，
北部 -14℃，最高气温 4℃，北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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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供电公司

全面检查
信息机房硬件设施
本报讯 近日，国网敖汉旗供
电公司信通运检班在保证正常信
息运维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下，
利用业余时间，对信息主机房环境
空调、UPS 电源、电池、配电柜等
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检修。
信通运检班首先检查了设备
运行的情况，从运行状态、运行参
数、运行日志、湿度温度等几方面
确定设备运行情况良好。 最后信
通运检班组对所有设备进行学习
培训并结合实际操作和经验交流。
通过此次机房环境检查，国
网敖汉旗供电公司及时发现和处
理了设备故障， 提高了旧设备的
可用性， 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了
经济效益；通过学习交流，提高了
信息运维的技术技能水平， 为保
证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夯实 了 基
(王建伟）
础。

敖汉旗供电公司

强化管理促进
信息同业对标
指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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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网敖汉旗供
电公司在总结 2018 年短板指标
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对标体系，
落实责任，将制定详细、可操作的
同业对标指标提升计划， 建立对
标指标全过程管控机制， 加强指
标分析预警， 在上级单位抽数前
对各项指标提前检查， 抽数过程
中跟踪指标情况， 抽数后积极同
上级公司进行沟通。 每期指标下
发后召开指标分析会议，找短板、
找差距，从管理、技术、基础、人员
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及时采取针
对性措施，以点带面、重点突破，
确保各项指标有效提升。
下一步， 国网敖汉旗供电公
司将持续加强信息专业各项指标
的跟踪预警，确保指标稳步提升，
争取在 2019 年圆满完成指标提
(王建伟)
升目标。

开展廉政谈话 紧抓廉政建设不放松
本报讯 近日， 红山区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部
召开了廉政建设谈话会议。 会上，
郭向东副检察长对 2018 年廉政建
设工作及部内全年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对 2019 年工作进行了安排。
郭向东副检察长强调， 要提高
政治站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习总
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要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从思想上、行动上自觉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要严守纪律，抓好节日廉
洁。春节将至，部内全体干警要按照
上级院的要求，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八个严禁，做到不触“红线”，
“
底线”；要依法履职，抓好监督
不越
工作。2019 年要以
“
公权力监督”为
重点， 继续加强民事诉讼和民事执
行检察监督工作全面、均衡发展，要
围绕民生问题主动积极开展行政检
察监督工作和是公益诉讼工作，切
实做到双赢、共赢、多赢。 （田雨立）

元宝山区看守所

安排部署元旦期间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近日， 元宝山区看守
所召开全体民警大会安排部署元
旦期间监所安全管理工作。
在会上，所长潘伟对元旦期间
监所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一是要求全体监管民警要牢固
树立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做好元旦
期间的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工作紧迫感， 始终保持高度警
惕；二是加强伙食调剂，确保在押
人员吃饱、吃好、吃得卫生，对生活
困难的在押人员救济生活日用品。
合理安排元旦期间在押人员文化

娱乐活动,丰富在押人员的节日生
活，稳定在押人员情绪。同时组织
管教民警开展与在押人员谈心活
动，促进在押人员做好改造，确保
监所节日期间安全稳定；三是要切
实加强管教工作，密切掌握在押人
员思想动态，要加强对重点人员的
谈话教育工作， 加强过渡管理，新
收押人员入所 24 小时内必须进
行谈话；四是严格队伍管理。全体
民警要严守公安部“三项纪律”、
“五条禁令” 进一步加强辅警人员
管理，严防辅警人员发生违法违纪
（郑雪）
问题，确保队伍安全。

元宝山区拘留所

加强教育转化以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本报讯 教育转化和社会矛盾
化解工作，是拘留所日常管理教育
中， 发挥主阵地作用的两大法宝。
因此，元宝山区拘留所民警在日常
管理中，特别加强对在拘人员的教
育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近日，拘留所收拘了李某和王
某， 在进所前二人发生了互相殴
打、互相撞车、砸车等一系列违法
行为， 值班民警在收拘过程中，就
注意将两人拘室分开，并分别对二
人讲解拘留所法规，要求二人服从
管理， 不能因此事再发生矛盾，进
而违反拘所管理规定，否则将对其
予以处罚。 在日常教育管理谈话

中，所领导与值班民警又针对二人
的思想动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开展了对二人的教育转化工作。民
警从二人家庭生活实际到国家的
法律法规，从二人违法的严重后果
到二人将来出所后应如何开始新
生活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细致
入微法律和道德知识讲解，以达到
从内心深处对二人起到真正的教
育作用。通过对二人行之有效和心
理疏导和关怀感化工作，二人认识
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严重性，思想
情绪也比较稳定，并表示出所后认
真遵守纪律法规，绝对不会再因为
（刘慧敏）
此事发生任何矛盾。

林东镇先锋村有了
法律援助咨询台

本报讯 为持续增强看守所
帮扶村先锋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
律素养， 培养辖区群众学法、懂
法、 守法的同时运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巴林左旗看守所联合驻村工作队
经过酝酿后适时设立了法律援助
咨询台， 并从三个方面加大对辖
区群众的法律宣传和矛盾纠纷的
化解力度。
一是以公安局平安建设为依
托和后盾， 将平安建设与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相结合， 利用工作
的便利和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
以微信转发、 发放传单、 悬挂条
幅、制作图版、入户宣传的形式，
多方式、 多渠道的向辖区群众宣
传各项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二
是在入户走访过程中， 将矛盾纠
纷化解、上访苗头、打击邪教、扫
黑除恶、 吸毒等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进行宣传、 排查的同时， 以明
查、走访、与村班子成员谈话了解
的形式对此类线索进行搜集、整
理和上报， 夯实群众群防群治基
础；三是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
乡村层级矛盾纠纷调出机制，主
动作为、主动出击，对来村进行法
律咨询的村民进行热情地招待和
耐心的讲解，以通俗的用语、身边
的实例做好解释的同时， 对已经
发生的事情主动靠前， 与村两委
班子不断加大对矛盾纠纷的调处
力度，截止到目前，工作队入户排
查 350 余户，以不同形式共宣传
法规 23 条， 接待咨询群众 7 人
次，化解矛盾纠纷 4 起。此举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的同时， 赢得了
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褚达拉）

遗失声明
●翁牛特旗梧桐花镇于贺花烟花鞭炮
门市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号：
150426600317558，声明作废。
●张向东将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丢 失 ， 税 号 ：210113197206173213， 声 明
作废。
●红山区巨力起重机械经销处将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 税号：
130622198505263428，声明作废。
●田玲玲将就业失业登记证丢失，证
号：150425011200351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