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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整治安全隐患 大力提升城市品质
郑东新区城市管理局
组织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本报讯 为深刻吸取各类燃气事故
教训，切实加强城镇燃气安全工作，8月
9日上午，郑东新区城市管理局针对城镇
燃气安全工作，组织豫兴路办事处和豫
兴路执法中队开展联合执法，积极推进
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联合执法工作组在豫兴路办事处辖
区范围内，对餐饮业正在使用的液化气
钢瓶的液化气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液化
气罐是否过期、液化气罐和灶具是否保
持安全距离、减压阀是否坏损、软管是
否老化、是否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是否正常使用、是否
配置消防器材等进行了重点摸排。现
场讲解了液化气钢瓶使用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发生泄漏时的应急处理措
施等安全常识，提醒餐饮业主要做好安
全防范措施，正确使用瓶装液化气，提
升安全意识。

下一步，郑东新区城市管理局将继
续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持续推进燃气安
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做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盼 文/图

如意湖办事处
开展夏季儿童防溺水宣传活动

本报讯 夏天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为切实提高辖区儿童的安全意识，深化
防溺水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
8月5日，如意湖办事处绿地社区对辖区
儿童开展入户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向孩子家属发放
防溺水宣传页，向监护人普及防汛安全
知识和防溺水知识，提醒监护人要提高
警惕，充分认识到溺水事故的危害，告知
监护人要尽到监护责任。同时社区工作
人员还告诉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安全意
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让孩子们在脑
海中常常响起安全警钟，时刻提醒孩子
们不要到河、塘、桥、低洼地带等有溺水
危害的地方玩耍，告诉孩子们若发现有
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
呼救或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

社区希望通过开展儿童防溺水宣传
教育活动，向儿童普及安全游泳与防溺水
知识，让孩子们知道安全的重要性，防患

于未然，切实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墙。下一
步，绿地社区将继续做好辖区内儿童防溺
水宣传教育工作，保障辖区儿童生命健康
安全。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志豪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安全伴成长 友爱创未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儿童的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8月 9日，龙
子湖街道办事处知启街社区开展“安全
伴成长，友爱创未来”防欺凌安全教育知
识讲座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校园欺凌
的定义、具体表现形式、危害后果及如何
防范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借助实际案
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辖区儿童进行
讲解。通过情景模拟使孩子们设身处地

感受欺凌的危害，增强了孩子们的法治
观念。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带领参加活
动的儿童进行家长或老师黏土人物制
作，加强他们寻求保护的意识。

本次活动提高了辖区儿童的法律意
识，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保护观念，让辖
区儿童学会了面对欺凌的正确处理方
式，为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谷凯玲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扎实做好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
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扎实做
好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办事处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提前安排部署，层层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要求各社
区、各部门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早安
排、勤检查，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认
真分析查找安全生产管理薄弱环节，积
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工作责
任落到实处。

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加大辖区内建
筑工地、露天作业场所和辖区企业高温
作业岗位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防火、防爆、防中毒、防高空坠落、防
触电、防中暑等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发现
问题立即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督促落
实。同时，督促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并组
织演练，增强企业负责人、企业员工对应
急预案的熟悉程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对沿街门店、
老旧小区楼院、电动车集中充电桩等重
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督促门店加强对
易燃易爆物品管理，严格执行消防制度，
及时更新配备灭火器材。同时对小区消
防隐患进行排查，对楼道杂物堆放、电动
车违规充电进行重点整治，切实将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

提升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技术培
训、观看警示教育片、应急演练等多种方
式，提升社区工作人员、企业干部职工安
全防范意识与能力；充分利用宣传册、
LED显示屏、微信群等方式，加大高温期
间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引导辖区商企、居
民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确保辖区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杨玉颖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防
范电信诈骗的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电
信诈骗案件的发生，维护群众利益，8月
5日，商都路办事处在康宁社区开展防
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
作人员一边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一边
针对当前电信诈骗典型案件的特点，耐
心给居民进行讲解。特别提醒老年群
体，要防范犯罪分子可能利用电话、网
络、短信等媒介设置陷阱，诱骗居民进
行银行转账，谨记“贪小便宜吃大亏”，

如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时坚决做到不轻
信、不透露、不汇款，及时拨打 110报
警。同时，还帮助多名居民下载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APP、关注“国家反诈中
心”官方政务号。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社区群众对电
信诈骗的防范、鉴别和自我保护能力。
下一步，办事处将通过多途径宣传，不断
营造社区共同参与、全民共同防范的良
好反诈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冯家兴 文/图

龙湖办事处
安全意识在我心 安全行动护我行

本报讯 8月 9日上午，龙湖办事处
小郭村社工站联合文明实践站开展了
“防溺水安全知识”主题宣讲活动。

志愿者老师首先给小朋友们播放了
防溺水动画短片，结合视频内容详细讲
解了夏季游泳安全、自救知识，围绕防溺
水“六不准”“四知道”“救援与自救指南”
等内容，向青少年儿童普及防溺水安全
教育知识，并呼吁小朋友举起手来与大
家分享自己所知道的小常识。

随后，小朋友们在社工老师指导下，
以独特的创意勾画出一幅幅防溺水绘画
涂色作品，使防溺水的理念深入孩子们心

灵，提高了孩子们的防溺水意识，从而提
高了孩子们的防溺水能力和防溺水教育
的有效性。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孩子们
防溺水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了其自护、自
救能力，营造了“安全第一、珍爱生命”的宣
传氛围，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健
康的暑期。

下一步，龙湖办事处将继续号召辖
区各社区举办各类安全讲座，给辖区营
造“安全第一、珍爱生命”的浓厚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红洋 王丽 王君颜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高温天气强化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近日，
龙源路办事处加强对辖区项目单位的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

一是针对空调等大功率电器持续使
用可能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要求各个
项目单位做好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做
好老化线路的改造。二是针对施工现场
高温可能引起中暑、眩晕等安全隐患，各
个项目单位必须调整施工计划，错开高
温酷暑时段。三是要求项目单位加强工
人的管理，教育工人不要到附近的河湖

水道游泳。
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单位存在私拉电

线、消防安全意识不到位、消防物资不够
齐全、相关消防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
情况。现场对存在隐患单位开具整改通
知单，限24小时内整改到位。

下一步，龙源路办事处将对高温天气
用电安全不重视、各项消防安全制度落实
不到位的单位授黑旗，做减分处理，对相
关单位责任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再培训。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胜凯

圃田乡
加强交通秩序治理 营造安全交通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工
作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助力城市品
质全面提升，做好辖区道路交通秩序综
合整治工作，给辖区居民营造一个安全、
良好的交通环境，近日，圃田乡在辖区内
积极开展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

倾力打造平安畅通的道路环境。
此次行动采取教育引导和集中整治

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主次干道上停
放不规范、严重妨碍行人车辆通行和影
响市容市貌且当事人不在现场的机动
车、非机动车等进行集中整治。工作人
员积极引导正在停车的车主自觉规范
停放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对电动车主
未戴头盔上路且违规带人的行为进行
了批评教育，耐心劝导居民增强遵规
守纪意识，自觉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确
保辖区停车规范有序，为居民创造安
全畅通的出行环境。截至目前，共劝离
31处违规停靠机动车，规范非机动车停
放22辆。

下一步，圃田乡将持续加大治理力
度，对乱停乱放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
为从严管理、从严整治，努力提高辖区
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营造人
人参与、共同维护交通秩序的良好氛
围，实现辖区道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
然有序。 记者 王阳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开展儿童青少年平安生存训练营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辖区儿童的安全意
识和避险能力，保障儿童的安全，营造关
注儿童安全、关爱儿童身心健康的良好
氛围，近日，金光路办事处民政所、金光
路办事处社工站联合壹基金、腾讯基金
会联合开展儿童平安生存训练营活动。
金光路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方亮，
金光路办事处民政所所长李春栓出席本
次活动。

活动正式开始前，方亮发表讲话提

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金
光路办事处非常重视儿童的安全教育，
希望所有孩子认真参与，掌握安全知识，
提高防患意识及自救能力。同时，呼吁
每位居民在生活中增强个人安全、家庭
安全及社区安全意识，杜绝危险行为。
随后，宣布本次活动正式开始。

在活动现场，社工及志愿者将儿童分
为3组，以游戏体验的方式循环参加“海姆
立克急救法、AED使用方法、结绳大比拼、
毛毯担架计时赛、家具防倾倒、千斤顶抬
升”6种防灾自救生存技能的学习。在志
愿者耐心细致地讲解示范下，儿童青少年
一一动手实践，当孩子们在体验中遇到困
难时，社工及志愿者不断给予鼓励，最终
50名儿童成功掌握生存技能，顺利结业。

本次活动为辖区50余名儿童带来一
堂生动有趣的防灾自救课，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儿童青少年们在参与式、体验
式、沉浸式的游戏互动中，掌握了自救互
救技能，提高了青少年们面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理、自救和自我保护能力，也为筑
牢生命安全屏障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窦盼雨 卢敏 文/图

博学路办事处
开展“安全标志我知道”主题活动

本报讯 8月 9日，学理路社区社工
站迎来了“安全伴我行”主题小组活动第
二节——安全标志我知道。

活动一开始，社工首先带领小组成

员对第一节的活动内容进行了回顾，并通
过“你比我猜”的热身小游戏引出了本节活
动主题之安全标志。紧接着社工围绕安
全标志的概念、分类以及作用等三个方面，
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引导小组成员认识
及了解安全标志。清楚基本概念之后，社
工采用图片展示及讲解的形式，从交通安
全标志、建筑安全标志到消防安全标志等
内容着手，引导小组成员认识更多的安全
标志，并带领小组成员动手绘画、制作安全
标志，强化认知与记忆。活动最后，社工还
布置了一个小任务：本节活动结束后，每个
组员需至少画出2个生活中常见安全标志
并给其他组员讲解清楚，从而引导小组成
员更好地消化本节内容。

此次活动既引导、组织儿童进行了
观察、探索，又让孩子们了解并按照安全
标志的要求行动，学会保护自己，营造了
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郭新欣 文/图

豫兴路办事处
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 为加强辖区瓶装液化石油
气规范使用，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8
月 9日，豫兴路办事处联合郑东新区执
法局对辖区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门店，
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

在有色地质家园，豫兴路办事处主
任助理岳鹏飞、郑东新区城市管理局公用
事业科科长李腾举，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
和郑东新区执法局工作人员，对6家餐饮
场所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个别餐饮场所
存在瓶装液化气胶管过长、老化，未安装
报警器、自闭阀、金属管网等安全问题。
针对检查出的安全问题，豫兴路办事处当

即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门店负责人按
规定限期整改，并在一周后对辖区内餐饮
企业进行专项复查，对整改情况排查梳
理，对尚未整改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并存
档。对经营场所不具备安全条件及无证
经营的进行依法取缔，确保瓶装液化石油
气使用规范、管控到位。

下一步，豫兴路办事处将继续跟踪
督导问题整改情况，加大检查力度，进一
步落实餐饮场所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使
用安全，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