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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类专项检查 筑牢夏日安全屏障

本报讯 为确保社区居民的健身安
全，6月 28日，如意湖办事处绿城百合社
区对辖区内的健身器材进行全面排查，消
除安全隐患，充分保证居民能够正常使用
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在安全检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对
健身器材的稳固程度、生锈情况、轴承转
动情况、衔接零部件的螺钉螺母是否紧
固、整体机体的磨损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
排查，并对健身器材在使用和管理上存在
的问题进行详细记录。同时，工作人员在
现场引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健身器材，提
示居民注意使用技巧，并建议居民互相监
督，共同爱护公共设施，营造安全的健身
环境，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绿城百合社区通过此次对辖区健身器
材的检查活动，及时排除了辖区健身器材
的安全隐患，确保居民健身锻炼时的人身
安全，让居民能够安心锻炼、快乐健身。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如意湖办事处
消除社区健身器材安全隐患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期
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控制因
高温天气导致生产事故的发生，6月27
日~28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针对夏季高温易发生安
全事故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
业开展高温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

加强指导，提高防暑能力。加强
辖区内建筑工地、露天作业场所和辖
区企业高温作业岗位的监督检查力
度，要求企业合理安排作业人员休息
时间，切实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高
温作业场所增添必要的通风或降温
设备，积极改善降温条件，合理安排
工作时间，避开高温时段作业，避免
因高温作业引发中暑、脱水等危害人
身安全的事故发生。

突出重点，加强隐患排查。根据
高温天气安全生产的特点，社区安全
检查小组重点对沿街门店、建筑工
地、老旧小区楼院、电动车集中充电
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临时用
电管理方面，要求严格按照施工用电
规范标准，现场检查每天不少于一
次；消防火灾防范方面，加强对易燃

易爆物品的管理，严格执行消防制
度，合理配备灭火器材；防尘防治方
面，要采取喷淋、洒水等措施，及时消
除扬尘隐患，确保管控到位。

强化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督促
企业制定完善高温中暑应急预案，要
求生产企业根据从事高温作业劳动
者的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制定完
善相关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演练，确
保安全度夏。记者 王阳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开展高温安全生产检查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夏季
防火安全，确保高温期间安全形势稳
定，近日，龙源路办事处对辖区内两
个社区、“九小”门店和项目单位进行
夏季高温用电和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针对各场
所的不同特点，重点对消防安全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
灭火器材配备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安
全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用火用电
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员工是否掌
握基本消防安全常识及消防器材的

操作和使用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同
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能当场整改
的要求户主立即整改，不能马上整改
的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下一步，龙源路办事处将组织夏
季防火安全宣传活动，提高辖区居民
的消防安全知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树
立“防火防灾，人人有责”的消防安全
责任感，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朱贺 马杏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开展安全摸排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
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6
月28日，商都路办事处组织东安嘉苑
社区工作站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活动。

活动期间，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
出入口、充电车棚等人员密集场所，
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讲解
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日常安全应急
知识，提醒大家夏季注意用火、用电、
用气安全。特别是结合近期案例教

训，引导大家举报电动车上楼充电、
“飞线”充电等现象，讲解遇到特殊情
况或发生火灾时，如何应急处置，保
障自身安全。对于社区部分老年群
众不熟悉消防器材如何使用的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实操，详细讲解灭
火器“一提二拔三瞄四压”使用方法。

下一步，办事处将围绕“安全生
产月”主题，持续开展形式丰富的安
全宣讲活动，共建和谐平安家园。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花喜凤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传播安全法规 普及安全知识

本报讯 为进一步稳固和加强辖
区宾馆酒店行业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提高企业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消防
安全意识，近日，在郑东新区消防大
队的指导下，白沙镇组织召开全镇宾
馆酒店行业消防安全约谈培训会，会
议由镇党委副书记楚毓奇主持，全镇
宾馆酒店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
人员共计50余人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首先由郑东新区消防
大队防火参谋张若曦结合自身工作
经验，特别是对酒店消防安全管理中
易发、多发的问题和容易忽视的问题
进行了培训。

楚毓奇强调，一要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防火巡查、消防
培训演练、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等制
度，克服麻痹思想，提高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水平；二要认真组织开展火灾
隐患自查自纠，加大防火巡查频次和
火灾隐患整改力度，保证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的畅通，消防设施完好；三
要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定期组织
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消防演练，
提升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切实从技防、制度和人员
上提高单位防控火灾的能力。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马千里

白沙镇
召开消防安全约谈培训会

本报讯 为提升市民群众的防汛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帮助社区居民
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6月 23
日上午，郑州市郑开大道市政管理处
组织“绿城啄木鸟”志愿服务队，深入
社区开展防汛知识以及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发放防汛
安全宣传页、悬挂宣传条幅、现场宣
传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洪防汛
避险知识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夏季安
全用电注意事项、强降水天气发生之
后如何进行避险、自救与互救等安全
知识。

“垃圾分类要牢记，红蓝绿灰要
分清……”志愿者李楚斌化身垃圾分

类宣传员，手拿分类知识宣传彩页，
在活动咨询台向小区居民认真讲解
如何区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以及这些分类垃
圾桶对应的颜色，帮助社区老人和孩
子分清垃圾的类别，提高社区居民自
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

此次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积极参
与到汛期防汛和应急管理工作中，关
注身边的各类灾害风险和安全隐患，尤
其是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应及时关注天
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出行计划。号召广大居民一
起行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行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牛成浩

郑开大道市政管理处
志愿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有效提升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近日，金光路办事处
应急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建筑
工地、沿街门店、人员密集场所等重
点区域开展灭火器专项检查。

在此次专项检查中，工作人员重
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按要求配置以及
放置是否合理，罐体是否变形、损伤，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是否指在绿区，
尤其是对灭火器的使用年限有无过
期进行了详细检查。

针对检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当

场对其进行教育引导，并反复教导如
何辨识灭火器是否合格、日常维护保
养、正确使用等常识。同时，第一时
间联系相关负责人，责令其立即开展
过期灭火器收缴更新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确保辖区消防安全设施处于良
好状态。

此次专项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
现了辖区一批安全隐患，提高了辖区
企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消防
安全意识，增强了自防自救能力。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二红

金光路办事处
开展灭火器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进一步预防溺水事
故的发生，保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
近日，博学路办事处结合辖区实际，
认真履职尽责，把防溺水工作落到
实处。

办事处充分利用微信群、LED
屏、广播喇叭、巡查时劝导、向广大居
民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等渠道，推动
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同时设立警
示牌、警戒标语，告诫广大青少年要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严禁游泳、钓鱼
等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详细讲解
防溺水工作的具体内容，切实提高未
成年人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等安全
事故发生，有效提高广大居民安全防
范意识。

巡查人员还每日对责任区内危
险水域进行巡检，如发现戏水人员
及时劝离，确保警示牌、救生杆、救

生圈到位。
接下来，办事处将持续加大防溺

水宣传和水域安全隐患巡查力度，确
保不留一处空白、不漏一个区域，从
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筑牢防溺水安
全屏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杨永鸽 文/图

博学路办事处
巡查危险水域 筑牢防溺水屏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
工作力度，近日，杨桥办事处积极开
展防溺水、反诈骗、消防安全等平安
建设宣传活动。

在各项平安建设宣传活动中，综
治办工作人员与辖区派出所民警、社
工互通联动，通过悬挂宣传语和条
幅、显示屏滚动播放、派发宣传材料
与宣传品以及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
向群众广泛宣传关于反邪教、禁毒、
消防安全、扫黑除恶、电信诈骗等各
类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
发放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六不准》

等相关安全宣传单页及防溺水宣传
品，提高居民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综治办工作人员还通过扫码推
广安装防电信诈骗小程序“金钟罩”
和“国家反诈中心”App等方式增强群
众的防范意识，预防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保障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同时，辖区派出所民警还现场解
答群众的问题，教育警示群众远离毒
品，提高对反邪教、反诈骗的认识和防
范能力，呼吁群众积极投入到平安建
设中来，共同创建平安和谐的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娄秀芹 李娜

杨桥办事处
平安建设你我他 共享和谐千万家

本报讯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合，切实保障
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龙湖办事
处九如意社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
消防安全工作。

“电动车不能放在楼道里充电。”“纸
板不能随意遮挡乱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在排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对
辖区内的店铺、待建空地、项目工地及生
活区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用火
用电是否安全、灭火器是否有效、消防通
道是否通畅、电动车是否规范充电等问题
进行详细排查。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及时进行信息登记，能当场整改的，当即
责令相关负责人整改到位，并及时对整改
结果进行“回头看”，避免安全隐患“悄悄
藏”。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对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介绍灭火常
识、逃生方法等消防知识，进一步加深大
家的消防意识。

据了解，九如意社区组织辖区各物业
不定时地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安全教
育培训会等，多渠道进行消防安全宣传，
切实提高居民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应
急处置能力，营造出“人人关注、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梦珍

龙湖办事处
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
辖区居民防火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6月28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东尚社区筹
备组组织举办“强化安全意识 筑牢安全
防线”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培训现场，消防教官结合近期发生的
火灾案例，从消防安全基本知识、消防安
全责任制开始，重点讲解了日常生活中如

何检查和消除火灾隐患、火灾发生时的应
急处置及逃生自救、组织人员疏散等消防
常识，并对大家日常使用电器的误区进行
了纠正。

下一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东尚社区
筹备组将持续向居民普及安全知识，营造
“为民、便民、安民”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素萍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