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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教育系统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

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日前，记者从区教育局获悉，从即日

起，区教育局将组织开展为期三年的全区

教育系统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

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全

区教育系统火灾隐患和安全管理工作的薄

弱环节，消除校园电气火灾隐患，开展安

全用电常识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师生员工

电气火灾防范意识，切实保障学校师生生

命财产安全。

全面开展电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各校要高度重视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

作，认真组织分析研判本校形势，结合实

际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细化整治目标和整

治措施，确定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务求

治理取得实效。

认真对照《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

查要点》《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

的要求，对学校现有电器产品和电气线路

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摸排。重点查看是否存

在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用电负荷超额，

电源插座、电气线路老化以及未设短路保

护装置，私拉乱接电线，使用无证、“三无”

电器产品等问题；是否存在未配备专业电

工或电工等专业技术人员未持证上岗、未

按规定定期检测、维护保养电气线路和设

备等问题。各校负责组织开展自查工作，

认真查找问题，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建

立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时限、隐患责任和

隐患预案，实现闭环管理。

切实加强电气安全知识教育

各校要利用多种形式，抓住重要时间

节点，广泛开展电气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

动，积极开展电气火灾隐患自查自改。要

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加强正面引导和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注重电气安全知识宣

传科普活动，开展教职员工、学生及社会

群众有奖举报电气等安全隐患，不断提高

电气火灾防范意识。

充分利用各种载体，采取有效措施，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教

育，把电气安全知识作为师生安全教育的

重要内容。同时会同供电部门、消防部门

开展电气火灾防范专题宣传教育。要有针

对性地开展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实

验室等场所安全用电的专项教育。要加强

对住校学生尤其是新生宿舍安全用电的教

育，督促其遵守学校有关电气安全使用的

规章制度。

严格规范电气安全使用管理

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将电气安全作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

的重要内容，及时自查自改电气安全隐

患。要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电气安全规范

使用制度，教职工要知晓电气安全规章制

度并严格遵守。

学校要根据安全用电的要求建立或修

订完善宿舍管理制度、电气使用制度和违

规使用电器处罚制度。定期开展宿舍、值

班室、办公室、实验室、食堂等场所安全用

电情况检查，发现问题要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处理。规范学校电器产品采购使用管

理，严禁采购使用无证或伪造、冒用认证

证书、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和不合格

电器产品。

突出重点领域电气综合治理

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加强对学生宿

舍、食堂、教学楼、礼堂等重点人员密集场

所，实验实训基地、实验室和实验用品仓

库等重点危化品区域，校园施工现场、各

类校办企业、校园内经营场所、学校老旧

房屋等重点单位，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

重点特种设备的电气综合整治，严格落实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危险源管理措

施。

同时对学生宿舍存在的学生违规使用

大功率电器、电动自行车充电、电器电路

老化等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

治到位，防止安全风险隐患失控引发事

故。发生火灾事故的，要配合有关部门分

析、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追查事故责

任。区教育局将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开

展情况纳入对各校安全督查考核内容，并

适时开展专项督查和日常检查。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日前，安居一中开展“为残疾儿童送

教上门”活动。学校督评办、教务处相关

负责人带领相关年级教务主任和年级各

科优秀教师代表前往三合碑廉租房刘某

家 中 开 展“ 送 教 上 门 ”活 动 。 活 动 中 ，老

师代表学校给刘源同学送上校服及学习

生 活 用 品 ，并 向 学 生 家 长 了 解 学 生 现 状

及其家庭基本情况。老师们与学生深入

交流，并对学生进行了知识教学和心理辅

导。

据了解，安居一中每月将定期对特殊

学生开展“送教上门”活动，并针对“送教

上门”服务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残疾

类别，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个别化教育方案

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全市“十佳公安禁毒卫士事迹报告会进校
园”宣讲活动在安居职中举行

认清毒品危害
增强主动抵御毒品意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近日，由市禁毒办、

市教育局、区教育局联合开展的 2017 年“遂宁市十佳公

安禁毒卫士事迹报告会进校园”宣讲活动在安居职中运

动场举行。安居职中全体师生及安居一中初一、初二师

生聆听了报告会。

活动中，宣讲团成员通过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向

广大师生讲述了自己从警多年所见吸毒人员触目惊心

的案例，以及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

响，告诫大家要进一步认清毒品的危害，增强主动抵御

毒品的意识。报告会后，全体师生庄严宣誓：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坚决与毒品作斗争！从我做起，以抵制毒品

为荣、以吸毒贩毒为耻！洁身自爱，绝不沾毒！

高升教育集团牵手马房小学

开展“手拉手”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近日，马房小学联合

船山区高升教育集团开展的精准扶贫“一帮一、手拉手”

助教活动启动仪式在该校举行。

活动中，高升教育集团发动四名遂宁市知名教师为

马房小学全体师生带来了 2 堂优质的数学高效课堂，课

后，遂宁市知名教师何伟还给马房小学全体师生进行了

生动有趣的学科知识讲座。

高升教育集团负责人表示，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

府手拉手助教活动工作要求，高升教育集团将继续为马

房小学提供教育教学和物质上的帮助，使更多的农村儿

童走上新的学习之路。

琼江路幼儿园

开展户外大区域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增强幼儿社会实

践能力，增进同伴间的交往与合作，10 月 12 日，琼江路

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大区域活动。

该园结合幼儿的年龄特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大

区域活动进行了规划和创设，对活动区投放的材料进行

了梳理和丰富，以“好玩的安居坝好玩的琼幼娃”为主

题，开设了安居超市、创意空间等户外大区域。

该园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积极创设“有内涵、有价

值、有品位、有意义”的区域环境，实现发展幼儿、引领家

长、成就教师的家园共育目标，为孩子们打造幸福的成

长乐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10 月 16
日上午，安居区 2017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疑似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应急演练在

会龙镇卫生院举行。市卫计委、市疾控

中心、区卫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全程

观摩演练。

此次演练共分为 6 个单元，分别是发

现疫情、疫情初报、流调采样、分级响应、

转移病人、追踪溯源，各单元逐一展示。

在“实战”演练中，工作人员在预检分诊，

疫情接报、集结、个人防护、流调采样、会

诊、转诊、消杀等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

骤中均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现场演练结束后，参会领导对此次演

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整个演练过程

组织严密，各参演队员职责明确、行动迅

速、有条不紊，所有环节完整规范，展示

了全区卫计系统同志们较强的卫生应急

能力和处置水平，展现了卫生应急队伍

的良好形象。

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对下一步卫生

应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进一步

完善卫生应急体系，各单位务必从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的高度，充分认

识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的重要性，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要进

一步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全区各卫计单

位要积极开展经常性的应急处置技术培

训。分类、分专业建立健全卫生应急专

业处置队伍，及时补充和完善卫生应急

处置队伍的人员和专业技术结构，不断

提高卫生应急管理人员及应急处置人员

的素质和业务技术水平；要进一步加强

应急物资储备，整合各种卫生资源，建立

物资储备机制，实现卫生应急储备方式

多元化。各单位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物资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整理，及

时更换过期药品和物资，更新防护用品

和器械，做到物资齐全、应急迅速；要进

一步加强监测分析预警，坚持 24 小时值

班制度，健全传染病自动监测预警信息

系统，积极推进公共卫生综合监测点建

设，健全监测网络，加强对传染病各单病

种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

和职业中毒监测。要完善监测预警联动

机制，与各相关部门加强横向和纵向的

沟通配合，做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资

源共享，及时准确掌握、反馈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苗头信息和发展动态，为科学

决策、规范处置提供可靠依据。

日前，区人民医院积极参加市中心

血站组织的“2017 年无偿献血活动”。

无 偿 献血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社会共济互助行为，是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精神的体现，更是医务人员

的奉献精神和勇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精神

风貌的展现。多年来，区人民医院高度

重视无偿献血工作，始终将其作为医院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宣

传，切实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

献精神。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区人民医院骨外科运用新技术成功治疗一
老年患者

改变传统医疗观念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近日，区人民医院骨外

科成功为一名 70 岁的龚大爷实施了安居区首例闭合复

位髓内针微创技术治疗肱骨干骨折，新技术的运用，把

肱骨干手术创伤风险降到最低，增加骨折愈合率，这项

技术的开展填补了安居区人民医院在这一技术领域的

空白。

据了解，龚大爷因走路时不慎摔倒导致右侧肱骨骨

折，入住医院骨外科。龚大爷的骨折属于螺旋形、粉碎

性骨折，人工手法复位效果差，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可

传统手术创伤大、出血多，且易损伤重要神经，可能会影

响右手的感觉和运动功能。医院骨外科主任曾明春和

他的团队为了将龚大爷的手术创伤带来的危害程度降

到最低，决定为龚大爷实施一项新技术——闭合复位髓

内针内固定术。起初龚大爷及其家属对该手术方式心

存疑虑，主管医生耐心与龚大爷及其家属沟通，详细讲

解了微创手术的相关情况，包括手术方案、手术过程、术

后恢复等，龚大爷及其家属最终同意手术治疗；完善相

关术前准备后，曾明春科主任和团队其他成员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通力配合，手术顺利完成，龚大爷安全返回病

房，看着术后龚大爷平静地睡着了，家属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经过后续的精心护理，目前，龚大爷已经康

复出院回家。

临床上四肢长管状骨骨干骨折治疗，近些年国内外

逐渐应用髓内针治疗，具有创伤小、操作简便、骨折愈合

快、术后瘢痕较小等优点。该技术符合骨骼生理解剖特

点，尽可能地将骨折带来的损伤程度降到最低，区人民

医院成功运用该技术治疗四肢长管状骨骨干骨折，将为

全区广大群众的健康带来新的福音。

区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何永胜参加“共铸中
国心·西藏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

健康中国 精准扶贫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记者从区人民医

院获悉，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和建设“健康

中国”的战略部署，国家侨联、中央统战部、国家卫计委

组织的“2017 年同心·共铸中国心·西藏行”大型义诊赠

药活动，区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何永胜应邀参加。

据了解，“共铸中国心”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是由中央

统战部牵头的公益项目，始创于 2008 年的四川汶川抗震

救灾期间，此后每年都会组织全国各地医疗专家组成专

家团队，奔赴“老少边穷”地区开展送医送药系列活动。

这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医疗专家和志愿

者，区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何永胜作为遂宁市安居区唯

一的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安居区卫计系统开展卫生应急演练活动

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大力提升卫生应急处置水平

送教上门
残疾儿童有了暖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