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康迪 美编：高磊 校对：彩华F04-05 报 关注郑东 时

本报讯 暑假已至，学生溺水事故进入高
发期，按照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及郑州市郑
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统一部署，近日，郑州市
东象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宣传形式，在象
湖公园组织开展“一盆水闭气”体验活动，提
高未成年群体防溺亡安全意识，推动“能力作
风建设年”与“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

活动现场，东象水利工作人员细致讲解
动作要领。参加体验的许同学在口鼻没入水
盆后，坚持了 12秒，起身后紧锁眉头说：“这

比想象的可怕，感觉肺都要炸了，以前还会有
想要下河游泳的想法，这次体验后断绝了这
种念头。”其他参加体验的同学也纷纷表示：
“很难受，感觉要窒息。”

东象水利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
续加强暑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强化社
会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加大安
全巡查力度，压实安全责任，护航未成年人
暑期安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彩兰 文/图

郑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实操演练活动

本报讯 2022年6月是第21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郑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
中心积极开展了以“落实消防责任，防范安全
风险”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

6月 17日下午，中心特邀河南省应急救
援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专职教官为中心全
体干部职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和培
训，并模拟火场进行了安全疏散逃生及灭
火装备实操演练。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
振明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本次培训和
演练。安委会专职教官就单位和家庭防火
及隐患排查、火灾自救与逃生、灭火器等消
防设施的使用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并结合近期真实案例，介绍如何组织人
员进行安全疏散，以确保有效应对突发情
况。同时进行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
法的教学。培训结束后，中心干部职工按
照应急演练预案，紧张有序疏散逃生撤离至

一楼演练场地，进行了灭火实操演练。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及实操演练使中心干

部职工进一步了解了防火自救的基本知识，
强化了消防安全责任意识，筑牢消防安全管
理防线，有效增强了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
置能力，为中心安全生产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记者 马燕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气温升高，暑期来临，为有
效预防和减少溺水事故发生，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根据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部署，河南
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紧密围绕“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实，提
升防溺水工作处置能力，全面加强闸坝周边安
全防范工作，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通过发放宣传页、增设安全警示标牌、悬
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未成年人防溺水
工作的宣传教育，强化周边群众防溺水安全
意识。截至目前，发放宣传彩页500余份、加
装安全警示标牌30余个、悬挂横幅20余条。

闸坝管理区域实行 24小时巡查长效管

理，建立健全巡查制度，明确清晨、傍晚重点
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做好巡查记录，6月以
来，及时劝阻违规钓鱼、违规攀爬、水边游玩
等危险行为50余次，做到防患于未然。

对辖区闸坝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排
查，重点排查管养区域内安全防护设施和安
全警示标识设置，对发现的隐患立即进行整
改落实，确保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工作
开展以来，更换老旧安全警示牌 20余处、加
装检修桥照明射灯23个、增添救生器材10余
处、增设安全护栏锁6处、消除安全隐患点10
余处。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海英

东越市政 全面开展闸坝防溺水工作

东象水利 护航未成年人暑期安全

本报讯 为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切实解决居民关心的安全隐患问
题，提升辖区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
获得感，6月 22日，如意湖办事处绿城
百合社区对辖区内的合租房进行了一
次集中摸底排查。

排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对合租
户是否乱拉电线、是否使用罐装煤气、
是否配备灭火器、是否有管理制度、居
住人数是否超过标准等内容进行了检
查。在排查隐患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对
租户进行了安全教育引导，希望他们能
够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保障自身及他人
的人身安全。另外，还提醒合租房内人
员在使用租赁房屋时尽量减轻对邻里
生活的影响，注意保护小区内公共区域
的环境卫生。对于人数超标并且存在
安全隐患的合租房，社区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让租户们在限期内整改，后期也

会继续查看整改情况，如不达标的，社
区将联系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整治。

经过排查整治，辖区个别合租房存
在的消防安全隐患、环境卫生等问题得
到了改善。下一步，绿城百合社区将持

续加强对辖区合租房安全隐患的排查，
坚决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
安全稳定防线，确保辖区和谐稳定。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本报讯 暑期来临，为进一步提高
辖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意识，预防溺
水事件的发生，近日，祭城路街道办事
处正光街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在辖区内
开展了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主题
的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正光街社区工作人员深入
辖区居民小区、沿街门店，在宣传栏处
张贴暑期防溺水宣传海报，向居民、少
年儿童发放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资

料。其间，工作人员结合相关案例分
析，反复提醒家长和监护人提高防范意
识，强化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并详细给
孩子们讲解了防溺水“六不准”：一是不
私自下水游泳；二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三是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
况下游泳；四是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
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是不到不熟悉的
水域游泳；六是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自下水施救。同时，为了便于孩子们快

速记忆，工作人员耐心教孩子们学会防
溺水之歌，并现场通过趣味问答的方式
加深印象，检验了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溺水安全知
识宣传资料100多份，进一步强化了家长
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孩子们的自我保护
意识。接下来，正光街社区将持续加强
防溺水宣传教育和辖区水域隐患巡查，
及时劝阻危险行为，为辖区居民和未成
年人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记者 王阳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

本报讯 AED全称为“自动体外除
颤器”，是一种专门为现场急救设计的
便携式急救设备，当发现有人突发倒
地、无呼吸、无心跳的情况下实施电击
除颤，能有效提高抢救成功率 40%~
60%，被称为“救命神器”。

为进一步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有效提升应对猝死防治救治能
力水平，近日，商都路办事处在社区、
商场等12个公共场所搭建居民急救平
台、配备AED，填补 120救护车到达前
的救治空白期。

办事处按照“规范管理、合理配
置”的原则，对辖区公众休闲场所进行
摸底调研，依据人口分布密度和后期
管理难易程度明确配置范围，重点在

人员密集、人流量大，且老年人居多的
区域设置AED急救站，确保布局投放
点位合理科学。同时，办事处对AED
急救站统一标识样式、统一设置规范、
统一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确保使
用安全。

投放AED急救站，是商都路办事处
急救设备社会化布放的重要举措，为群
众提供触手可及的急救手段，从而提高
猝死抢救的成功率。下一步，商都路办
事处将进一步提高AED布放数量，扩大
覆盖面，并在群众中普及健康急救常
识，让大家会使用、能操作，让“救命神
器”发挥守护生命的关键作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彭长松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在公共场所投放AED“救命神器”

本报讯 天气炎热，西瓜上市，不少
瓜农在马路边占道经营售卖，为了瓜农
们的安全，近日，金光路办事处采取多
种举措，安排工作人员对辖区占道经营
的瓜农及其他商户开展整治行动。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以人性化教
育为主，对郑开大道及各道路占道经营
的瓜农及摆摊设点的流动商贩进行说

服教育，指出其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造
成的危害，使其充分认识到占道经营的
危害，并引导其有序撤离。同时，金光
路办事处秉着“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
宗旨，规范设立便民临时疏导点，明确
经营时间，控制经营内容，规范经营行
为，为出门摆摊的商户提供一个相对安
全的经营场所。

通过人性化管理，既规范了交通秩
序，也解决了商户们的经营难题，有效
保障了群众有序生活。今后，办事处将
不断巩固该项工作成果，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以“序化”保畅通，确保城市交通
规范有序，居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小丽

如意湖办事处 排查合租房 消除安全隐患

金光路办事处 摊点占道很危险 金光城管保安全

本报讯 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
险，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全力推进
辖区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再上新台阶，近
日，龙湖办事处九如东路社区成立专
班，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工作，以此
来筑牢辖区“防火墙”。

确保宣传指导工作到位。社区组
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指

示及精神，对消防安全工作重点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再靠实，明确责任分
工，细化工作任务，分区包抓、分片包
干，形成网格化管理，确保消防安全工
作稳步推进。加大检查力度，以夏季
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消防安全隐患高
危施工区专项治理、人员物资集中场
所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等活动为重点大力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检查过程中，本着对每一个施工
人员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原则精
神，下大力气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对
发现的火灾隐患彻查到底，确保辖区
内居民的生命安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马飞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宣
传力度，提高群众的参与热情，营造平
安和谐的良好环境，6月 17日上午，龙
子湖街道办事处联合郑州市公安局法
制支队、反恐支队在时埂社区开展“送
法进社区”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品、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工作人员依据不
同人群实际需求，现场提供“定制化”讲
解服务：针对未成年人及家长讲解未成
年人保护法、防溺水安全知识和反暴恐
知识；面对面向老年人讲解防范养老诈
骗知识及法律常识等。现场共设置宣
传展板 4块，发放宣传品 150余份，为
80余名群众提供专业细致的讲解服
务，受到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
和法治观念，提高了群众对平安建设工
作的知晓率和积极性，营造了共建共享

的良好氛围，为深入创建平安社区打下
了坚实基础。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杨晨旭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开展“送法进社区”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辖区消防应急
服务站建设，提高办事处综合应急救援
队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龙源路办事处
对综合应急救援队开展技能培训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给综合应急救援
队队员介绍了各种消防器材的使用流
程，重点讲述了消防车的使用方法和注
意事项，尤其是使用前的检查参数标
准,以及在救援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队

员配合的方面，为综合应急救援队队员
理清了实战时的相应分工和步骤。同
时,对参训队员提出的疑惑和问题进行
耐心解答,并对消防应急服务站所有器
材进行手把手教学实践，纠正在操作中
存在的问题，切实做到每名参训人员都
牢固掌握培训内容。最后，全体参训人
员对消防器材的使用分批开展实际操
作，确保真实掌握操作技能。队员们一

致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掌握学习了应急
救护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将学以致
用，更好地服务应急管理工作。

此次集中培训提高了办事处综合
应急救援队队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
了消防应急服务站工作人员的业务能
力，进一步推动了消防应急服务站的建
设，更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增设一道
防护墙。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朱贺

龙源路办事处 学习应急技能 守护群众安全

本报讯 近日，白沙镇开展“安全生
产月”应急救护能力培训活动，邀请专
家就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人员救护等
内容进行培训讲解及现场咨询，使大家
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样也学
习了专业的应急救护技能。

培训中，各位专家结合实际案例，
细心地讲解隐患排查、初期处置、组织
逃生、配合救援等应急处置及救护概
念、创伤救护、心肺复苏、意外伤害防护
等应急救援基础知识，并通过现场演
示、指导大家模拟操作等形式，让大家
了解救援器材的使用、抢救流程和常见
急症处置措施。此次培训学习，有效提
高了大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和能力，
为白沙镇做好防汛抢险、防灾减灾各项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白沙镇积极推进除险保
安各项措施落地，力求把握最佳救援时

机，减少在突发情况下的人员伤亡。下
一步，将再次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
企业从业人员、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等不

同人群开展应急救援培训，打造更加规
范化、标准化的应急救护体系。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吴宁 文/图

龙湖办事处 火灾无情 防火先行

白沙镇 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

快细严实 精准发力 郑东织密城市安全这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