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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坚决防范事故发生

本报讯 8月 2日上午，郑州市城镇
燃气防汛保供综合应急演练在郑东新区
举行，现场检阅燃气应急队伍应急能力，
全面检验郑州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执行力。

本次综合演练由郑州市城管局、郑
东新区管委会主办，郑州华润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承办，郑东新区应急管理局、郑
东新区城市管理局、郑东新区如意湖办
事处参加演练。演练模拟汛期发生强降
雨后，穿过如意河的中压燃气管道受湍
急河水冲刷导致管道悬空、焊缝拉裂，造
成大量燃气泄漏。由于下游存在大量燃
气用户，应急抢险迫在眉睫。

演练现场，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携
带抢险设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控
制组拉起警戒线，利用GIS系统及时查
询泄漏燃气管线基本信息并迅速制订出
准确的停气方案，在30秒内远程控制电
动阀门进行停气，随后迅速启动LNG应
急保供并组织开展管道修复工作。整个
抢险过程快速、有序、安全、高效。

演练现场，众多新科技设备悉数亮

相，抢险人员利用管网压力监测系统发
现如意河东风渠附近的燃气管道压力迅
速下降，管网哨兵立刻发出泄漏报警，即
刻就近调度抢险人员和车辆赶往现场；
通过激光甲烷检测仪、无人机激光检测
设备实时检测周边燃气浓度；利用远程
视频监控布控球实时监控受损管道和记
录有限空间作业流程；利用智能安全帽
追踪路径和视频回传井内操作过程。整
个应急演练指挥得当、响应迅速、处置高
效、应急机制运转顺畅，燃气专业化的应
急能力和科学有效的应急水平，达到了
良好示范引领效应。

据了解，选择防汛保供应急处置演
练作为演练主题，是健全郑州市城镇燃
气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措施和手
段，为进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持续
加强应急队伍、物资储备等保障能力建
设，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提高应
急实战能力，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做好
郑州市防灾减灾工作和“百日行动”攻
坚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了
坚实基础。记者 王阳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引导青少年树立
家国意识，厚植爱国情怀，筑牢思想根
基，8月 1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知启街
社区关爱未成年人暑期夏令营火热开
营，并迎来第一堂课“爱国主义教育”，吸
引了辖区10余名小营员参与。

恰逢八一建军节，社区工作人员带
领大家回顾了南昌起义及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史，通过趣味问答等形式普及了解
放军军歌、军种、军旗等军事知识。随
后，大家一起观看了红色电影，追忆英雄

足迹，实实在在上了一堂厚重隽永的爱
国主义教育课。

据了解，此次爱国主义教育系列
夏令营活动将持续开展，计划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通过“建军知识我知道”
“红色影片我观看”“童心向党我来画”
“英雄故事我会讲”“远大理想我树立”
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将深
厚的爱国情转化为高远的强国志、务
实的报国行。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常娟 文/图

郑东新区
举办燃气防汛保供综合应急演练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关爱未成年人暑期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 近日，金光路办事处联合市
场监管所组织各社区负责人、各物业公
司、各商业管理公司等召开夏季特种设
备安全大排查部署会，传达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相关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金光路办事处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刘茂林主
持，市场监管所所长范海民参加会议。

会上，范海民提出，夏季是雨水丰
沛的季节，各社区、物业公司要按照会
议要求迅速展开特种设备安全大排查
工作，重点排查本小区内电梯等特种设
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和特种设备业务培训，增强群众特
种设备安全意识，保护好辖区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刘茂林表示，一是各社区、物业公司
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特种设备安
全意识，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将隐患遏制
在萌芽阶段。二是要压实特种设备安全
责任，各社区要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形成
特种设备安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三
是将疫情防控与特种设备安全排查相结
合，双管齐下，要学会弹钢琴、各项工作
兼顾。

此次夏季特种设备安全大排查部署
会让各社区、各物业公司对特种设备安
全的重要性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纷
纷表示会后立刻安排本小区内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防患于未然，全力
保障夏季特种设备安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马利娟

本报讯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
节。为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
意识，8月 2日上午，龙源路办事处龙源
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材料
向辖区青少年宣传防溺水“六不准”、溺
水自救措施、紧急施救措施等知识，并提
醒家长们要提高警惕，充分认识溺水等
安全事故的危害性。倡导广大家长务必
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加强对孩子

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
末、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
的管理，给孩子传授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辖区青少年预
防溺水的自觉性和识别险情、紧急避险、
遇险逃生的能力，牢固树立了“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意识，增强了防范溺水
等安全事故的自觉性。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芬芬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压实建筑施工领
域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提升辖区建筑施
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水平，8月 2日，龙
湖办事处召开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动员部署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一是要清醒认识近期安
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充分理解开展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意义，做
到真重视，责任落实到人，施工规范管
理，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二是要
全面排查，突出重点。树立系统的安全
检查理念，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检查落
实到位，明确整改措施、时限、责任分工，
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真正做到抓细、抓

小、抓早、抓实。三是要突出抓好汛期安
全生产工作。按照做好极端天气安全生
产工作的有关要求，严格落实极端天气
相关安全工作措施，防患于未然，切实整
治和排除各类事故隐患，严防自然灾害
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下一步，龙湖办事处将会筑牢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强化责
任落实，紧密联系实际，从严从细落实各
项措施，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重点工
作，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安
全稳定的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常冉冉

金光路办事处
全力保障夏季特种设备安全

龙源路办事处
防溺水知识宣传进社区

龙湖办事处
打好“百日攻坚战”拧紧“建筑安全阀”

本报讯 7月29日上午，郑州市市场
发展中心郑东新区市场分中心在新大众
农贸市场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
项普法宣讲活动，以文明实践活动的方
式宣传防疫知识，引导农贸市场商户与
消费者切实增强防控意识，正确做好防
疫措施，切实维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现场，农贸市场通过广播循环播放
防疫知识，志愿者身穿统一服装，向进入
市场的市民分发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手册
等，仔细宣传个人防护要点重点，耐心引

导大家进出市场要佩戴好口罩，正确做
好防疫措施。提醒他们要着眼细节，加
强防护措施，切实做好防护工作，共同维
护辖区农贸市场安全的消费环境。

郑东新区市场分中心将进一步强化
宣传引导，普及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提
高群众的卫生意识和疫情防治知识，依
法打击造谣传谣行为。教育商户做好
预防措施，尽量不要组织、参加聚餐、聚
会活动，以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
态度确保市场疫情防控安全。
记者 王阳 文/图

本报讯 为有效提高老年群体反诈
防骗的意识和能力，保护好老百姓的
“养老钱”，捂紧老人“钱袋子”，守护“夕
阳红”，7月 28日上午，博学路办事处综
治办联合民政社区办、派出所到后贾东
街日间照料中心举办防范养老诈骗知
识法制讲座，为老年人普及了防诈骗有
关知识。

讲座上，工作人员从常见的养老诈
骗犯罪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近
年来发生在老年人身边鲜活的案例开展
讲解，提醒现场老年人要提防虚假养老
产品、虚假养老项目、虚假以房养老、虚
假养老帮扶等以“养老”为名义的涉诈案
件。同时介绍了遇到诈骗如何应对的方
法，提醒广大老年人不贪、不给、不上当，
遇到问题及时与子女沟通、咨询民警，积

极防范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此外，工作人员还通过拉家常、现场问答
等方式为老人们解答疑问，提升了老年
人对养老诈骗的识别能力，提高了老年
人对该类犯罪的敏感性、警惕性和自我
防范意识。最后，工作人员手把手引导
老人们注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多
增加一层“国家级”的保护，全面守护好
老年人的“钱袋子”。讲座得到了老人们
的一致好评，纷纷表示将积极配合办事
处、派出所打击养老诈骗犯罪。

下一步，办事处将不断扩大和拓展
宣传覆盖面，努力提高辖区老年人群体
对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知晓率、参与度，
通过实际行动守好老年群体的“养老钱”
“救命钱”，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杨永鸽 文/图

博学路办事处
捂紧“养老钱”守护“夕阳红”

郑东新区市场分中心
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普法宣讲活动

本报讯 为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安全，8月 2日，
如意湖办事处联盟新城社区联合办事处
安全应急办对辖区内双河湾物业消防中
控室及消防泵房进行了安全检查。

在走访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双河湾消防泵房设施警铃故障无提示、
未落实消防栓日查日检、消防设施损坏
未及时更换，这些问题关乎小区内居民
生活安全，对小区居民的生活、出行带来
了很大隐患。检查组针对此情况对物业
巡逻岗安全主管进行相关指导，并及时
向负责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尽
快按照通知书上的内容限期内做好整
改，同时加大安全隐患情况的巡查力
度。随即，双河湾物业负责人及时联系
消防维保第三方检测机构，到现场针对
消防设施损坏更换问题、设施检测设备

维护问题进行了整改说明，并跟物业工
作人员传达日查日检的工作方针。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会持续督
促辖区各单位加强自检自查，让安全隐
患终于始端，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对辖
区居民的生活、出行安全增加保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于海秀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严防因潮致火，近日，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正光街社区组织安全
员在辖区内进行了消防安全大检查。

此次主要检查辖区沿街门店及居民
小区的消防安全。每到一处，安全员都
对其消防设备设施是否配备到位且有
效、电器线路是否受潮、是否存放易燃易
爆物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小区电动车车棚充电区域是否规范、灭
火器是否有效、有无安全警示标识等进
行了详细查看。其间，针对发现的问题，
安全员现场督促整改，并向相关负责人
强调消防安全及气象灾害防御系列相关
知识，提醒大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各项
应急预备措施，日常加强巡检，做好消防
设施的定期维护和保养，严防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

此次排查进一步提高了辖区门店及

居民小区相关负责人员的安全意识。
接下来，街道将进一步加大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和宣传力度，加强应急演练，
持续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秦颖贞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群众识
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预防和减少电信
诈骗案件的发生，7月29日，商都路办事
处组织康平苑社区工作站开展以“谨防
电信诈骗 共创平安社区”为主题的防范
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通
过发放谨防电信诈骗宣传手册，积极向
周边居民讲解“诈骗八大手段”以及相关
典型案例，分析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惯
用手法、作案方式，宣传如何正确识别、
处理等防范知识；着重提醒群众不要贪
图眼前利益，自觉抵制诱惑，收到不明信
息要多方验证，不要轻易点击短信中链
接，网购要找正规渠道，缴纳费用使用正
规渠道，做好“三不一要”，即不轻信、不
泄露、不转账，要及时报案。活动现场发
放宣传资料30余份。

此次宣传进一步强化了社区群众的

防范意识，有效提高了对电信诈骗的防
范、甄别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办事
处将持续做好防诈骗宣传，切实守护好
群众的“钱袋子”，共创平安社区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卢磊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谨防电信诈骗 共创平安社区

如意湖办事处
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作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加强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