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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时代人防工作重要讲话及批示指
示精神， 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有
效履行“战时防空、 平时服务、 应
急支援” 使命任务， 每年 9月 18日
当天全市组织开展防空警报试鸣活
动， 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的实际举措， 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 赋予人防部门的
重要职责。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 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每年 9月 18日为本省
统一的防空警报试鸣日”， 将我省做
法在地方立法中予以固化。 全市在
同一时间拉响防空警报， 目的是不
断增强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
识， 熟知防空警报信号， 检验城市
防空警报的技术性能。

近年来， 在“九·一八” 纪念活
动中， 我市组织开展防空警报试鸣
活动， 并在重点辖区同步开展群众
防空疏散、 人防专业队伍集结等多
项演练。 当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
许多市民不禁驻足， 在声波传递中
回顾历史。“这项活动既是为了向市
民传递铭记历史、 居安思危的忧患
理念， 也是我市加强人防战备能力
建设、 强化国防教育的具体体现，
更是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
面。” 市人防办负责人说。

在市委、 市政府、 淮南军分区
的坚强领导和省人防办的指导帮助
下， 市人防办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民防空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批示指示
精神， 强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推
动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不断提高战备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助力淮南高质量发展。

关注民生 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市人防办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主动融入城市建设 、

服务和改善民生。 2021 年 6 月， 市人防办按照市委指示要
求， 迅速落实、 不等不靠， 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 历史遗
留问题多等种种不利因素， 把人防工程有效的资产存量变
为增量， 盘活存量、 拉动增量， 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 让
人民公园广场成为北连市委市政府， 南接人民公园， 集商
业、 娱乐、 休闲为一体， 功能齐全、 设施设备完善的山南
地标性惠民项目。 改造后的人民广场已经成为山南网红打
卡地， 也受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此外， 为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市人防办不断深化落
实 “放管服” 要求， 推动 《安徽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
设审批改革实施意见》 落实， 完善 “一次办好” 事项清单,
依法依规取消政务服务事项 1 个,完善人防行政审批及验收
等制度 5 项。 持续深化人防 “放管服” 工作， 推进 “一网、
一门、 一次” 改革， 实现 “一网通办” 和 “不见面审批”，
提高人防工作效能和信息化水平。

提振精神 知行合一助力高质量发展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反思不足解决问题，提振精神奋发

进取。5 月份开始的全市“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干”大讨论活
动，吹响了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的昂扬号角。

市人防办按照市委部署 ， 快速行动起来 ， 紧紧围绕
“六比六看”、 “五破五立”、 “争创 ‘四个一流’、 “人防
工作如何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 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 敢于担当、 勇于创新， 真正为老
百姓办实事、 解难题。

破除遇到困难绕着走、 碰到难题往上交的畏难心理 ，
树立敢于动真碰硬的攻坚意识。 市人防办聚焦人民群众反
映最强烈、 人大政协代表建议提案最集中、 信访投诉最多
的人防车位问题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重点之一， 充
分利用现有人防车位解决群众 “停车难” 问题， 改变人防
车位违规违法行为被动监管局面。 加快推进人防车位标识
标牌工作， 让人防车位明显区别于普通车位， 做到人防车
位区域一目了然。 规范宣传标牌， 在人防工程处设置 “人
防车位 （库） 不得出售、 附赠”、 投诉电话等标识牌， 做到
清晰醒目。

市人防办进一步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 在全省率先推
广应用国家人防办及省人防办认可的新型专利技术， 通过
在人防工程坡道口处设计安装 “水动力全自动防洪闸”， 避
免雨季灾害性天气对人防设施以及地下车辆、 物资造成破
坏， 进一步提高我市地下空间防汛整体能力， 确保人防工
程使用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打破区域和行业壁
垒， 进一步开放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市场， 以人防工程
防护防化招标两次流标的凤台县凤凰湖新区搬迁安置房及
棚改项目为试点， 引入长三角地区防护防化设备企业参与
竞争， 促进公平竞争， 实现资源共享、 协调发展。

聚焦主业 深入推进人防三大体系建设
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 打造 “战时

防空、 平时服务、 应急支援” 的 “护民之盾” 成为新时代
人民防空建设的新要求。 近年来， 全市人防系统聚焦 “战

时防空” 抓备战， 练精兵、 铸强盾、 护民安， 向着人防成
体系成规模成能力建设奋力迈进。

市人防办高标准推进各项人防工作 ,狠抓市人防指挥部
训练演练， 圆满完成我市人防军事斗争准备检验评估工作。
承办全省人民防空方案编制工作推进会， 严密组织 《淮南
市人民防空方案》 修编工作。 深入开展 “人防备战训练演
练” 和 “军民融合发展” 攻坚行动， 严肃纠治训练中的形
式主义,推动实战化训练取得明显成效。 深化人防建设
工程建设， 按照市军民融合发展工作要点要求， 谋
划构建城市主城区、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区的连片成
网、 立体互通、 平战结合、 军民兼用、 功能齐全
的人防工程防护体系。

坚持以考促训、 以演带训， 常态化组织人
防通信业务训练和人防伪装课题研究训练 ；
2020 年 8 月，高标准完善伪装课题汇报演示任
务，受到省人防办通报表彰；2020 年 10 月，高质
量完成全省人防“皖盾—2020”综合演习工作，圆
满完成长三角人防机动指挥拉练一体化训练和人
防机关带县区野外“准军事化”训练；2020 年 7 月，
结合淮河汛情， 紧急支援毛集实验区董峰湖行洪区
疏散撤离工作， 并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强基固本 不断加强人防系统党的建设
知之愈深、 信之愈笃、 行之愈实。 市人防办强化政治

引领、 思想 “浸润”， 筑牢了信仰之基， 引导党员干部牢记
初心使命， 为我市人防事业高质量发展锻造了强大引擎。

市人防办不断强化政治意识，突出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关于人防工作重要论述及批示指示精神等重点，
紧密结合人防实际 ,狠抓学习教育 ,先后组织党组
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 ，从严落实 “三会一
课”制度，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能力和
水平，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

市人防办把纪律建设始终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 深化警示教育和专项整治。 以 “四联
四增” “三个结合” 为重点 ,持续深化 “三
个以案” 警示教育 ,深入开展 “严用权、 管
好钱 、 强担当 ” 专项整治 “有点权 、 有点
钱、 有点闲” 衙门作风活动 ,认真剖析查摆问
题， 制定切实有效整改措施 ,全面修订完善各
类规章制度。

2021 年， 我市人防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民防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 深入学习
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扎实履行
新时代人防职能使命，在破立
结合中解放思想，在知行合
一中担当作为， 在比学赶
超中争先进位，为建设强
大现代人民防空体系、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
之盾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