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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装饰者的印象中，在施

工工地看到的常常都是“施工中，禁

止入内”“装饰中，闲人免进”。但业

之峰装饰集团遂宁分公司不仅带业

主到工地现场 360 度直观感受，近日

更是推行工地开放。这不仅体现了

业之峰对项目品质与工程监管的自

信，也是公司希望客户可以见证自己

爱家的每一步成长，亲身体验业之峰

持续升级服务体系的尊贵“旅程”。

据介绍，截至目前，业之峰所秉

承的 26 道服务施工流程、100 余道施

工工序、300 余道验收节点，都力求

严苛标准。正因为对自己的高标准

要求，才敢邀请业主直击装修现场，

亲鉴匠心。工地开放后的业之峰装

饰现场，业主可以看到业之峰装饰队

伍对施工现场材料堆放、保管、防护

制定了一系列行为有效的管理制度，

确保材料质量始终如一；对家装施工

过程的每个环节、工艺都有严格的施

工规范和验收标准，确保每个细节安

全、可靠；还有现场展示的水电木瓦

油等多种工艺，可以让即将给房子进

行家装的业主朋友更方便地咨询、了

解每个部位的工艺结构。

图纸将设计理念与客户需求的

层层传递，始于业之峰装饰对工艺的

严苛要求；从精良的水平仪设备、不

差分毫的施工放线到每个细节的到

位，都蕴含了工人师傅多年实操和不

断进取的功底；还有开工后的现场直

播间，更是让业主随时可以通过视频

了解爱家的装饰进程和施工质量。

21 年来，业之峰人对家装施工过程

严格要求、把控，打造家装行业最严

苛的施工标准，让品质始终如一。业

之峰遂宁分公司也一直紧跟集团步

伐，先后将“蓝钻工程”“六零工程”

“+1 承诺”“等电位”“三次排水”“3D
云设计”“超级蓝钻工程”“3D 精准放

线”等放心承诺及先进工艺落地遂宁

市场，为我市家装行业竖起了行业楷

模。（更多装修方面需要咨询了解的

业主，可以详询业之峰装饰遂宁分公

司，开启您的家装尊贵之旅。）

（姚红英）

在 2018 年 5 月举行的船山区

卫生应急抢救技能大赛中，船山区

妇幼保健院门诊部护士漆明慧、产

一科医生肖素红获得“单人徒手成

人心肺复苏术”项目二等奖，手术

室麻醉师龚方朋获得“心电监护仪

的使用”项目二等奖。

荣誉的背后，是无数次辛苦的付

出。在全区的比赛中，该院的“白衣

天使”们以规范、严谨、娴熟的操作、

亲切的服务态度、超强的应变能力，

将优质服务贯穿每个操作环节，真

正体现了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

“参赛选手在技能操作、与患

者的沟通交流、人文关怀以及应急

反应能力等方面都做得很不错。”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院长蒋晓海表

示，参与院内竞技的护士均是工作

时间不长的年轻护士，年轻护士是

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未来，比赛进

一步规范提高了年轻护士的护理

操作技能，同时也为年轻护士提供

了一个学习提高和锻炼成长的机

会。比赛既是一场护理技术操作

的竞赛，也是一次年轻护理队伍专

业强化培训。护理部今后也会积

极搭建平台，让更多的年轻护士借

助平台不断学习充实，让年轻护士

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周雪梅）

母婴皮肤接触

胎心监护

勤练兵 强技能 展风采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举办“5.12护士节”护理技能大赛侧记

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
从热闹的门诊到寂静的病房，
从生命的诞生到疾病的治愈，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离不
弃，用青春和热血坚守岗位，
为护士这一职业增添一道道
光环。他们是没有翅膀的天
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肩负着
重大的使命，影响着人类的健
康、疾病的康复。他们被人们
称赞为“白衣天使”。

为纪念“5.12”国际护士
节，弘扬南丁格尔的奉献精
神，充分展示白衣天使的良好
形象，以精湛的技能向护士节
献礼。近日，船山区妇幼保健
院开展了院内单人徒手成人心
肺复苏技能考核，考核排名前
列的护士还参加了 2018 年船
山区卫生应急抢救技能大赛。

“ 喂 ！ 你 怎 么 了 ？”“1001、1002、1003……”“ 来 人

呀！推抢救车！……”在船 山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技能操作

考试中，徒手心肺复苏竞赛现场可谓是“惊心动魄”。

选手们分秒必争，模拟与死神赛跑抢救病人。对“病

人”呼救、按压、通气……他们沉着冷静、技术娴熟，迅

速地让模拟的病人恢复了心跳。

“平时要上班，只有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准备，用心练

习。通过参加院内竞赛，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实践经

验都有进步，面对心跳骤停的病员能快速、准确实施抢

救。”门诊部护士长漆明慧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妇幼

人的心声。从综合笔试到技能操作的每一个环节，船

山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们都全情投入，学习氛围浓厚。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护理部主任魏洪英

介 绍 ，此 次 活 动 竞 赛 以“ 以 亲 情 服 务 ，用 爱 心 施 术 ”

的服务理念为宗旨，通过卫生应急抢救技能竞赛，激

励医院护士立足本职、专研业务的主动性、积极性，

进 一 步 提 高 专 业 技 术 能 力 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临

床、服务于患者。

院内勤练兵

全区大比武

单人徒手成人心肺复苏技能考核

2018年船山区卫生应急抢救技能大赛“心电监护仪的使用” 2018年船山区卫生应急抢救技能大赛“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陈竑） 日

前，四川华润万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携手市城管执法局，在市城区裕丰园

开展了“燃气安全知识进万家”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公司工作人员向市民

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安全用气各

种知识，获得市民一致好评。

公司总经理王正勇表示，我市使

用燃气的时间较长，一些地方开始出

现管道老化等安全隐患。目前，老旧

小区燃气改造正在进行当中。下一

步，将扩大宣传力度，联合社区、相

关部门开展一些应急演练。

四川华润万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燃气安全知识进万家”活动

业之峰装饰工地开放
邀您见证新家成长

从 5 月 11 日至 5 月 13 日，遂宁新都百货

推出“520—时尚新都、魅力潮妈”主题促销活

动，除了有妆品特推价，还有日常妈妈出门防

晒必备的太阳镜、太阳伞、太阳帽等商品特推

价促销。同时还有最具关注的“抖音大赛”。

今年的母亲节，遂宁新都百货将打造不

少极具创意的母亲节主题活动。女性用部分

商品一口价活动，其中化妆品套盒特推：欧珀

莱彩妆套盒原价 580 元，特推 380 元 /玛丽黛

佳套盒原价 638 元，特推 458 元 /佰草集新七

白系列套盒原价 930 元，特推 700 元 /梦妆山

茶凝时修护系列原价 1046 元，特推 788 元；沐

恩熙太阳伞特推 19 元 /安多丽太阳镜特推 29
元 /紫宝太阳帽特推 89 元。活动期间，凡至遂

宁新都百货一楼至 5 楼购一般商品满 1288 元

（特例商品 5888 元）即可领取 55℃水杯一个，

以此类推，最多限领取 3 份，数量有限。

遂宁新都百货还邀请时尚潮人参加商场

筹备的抖音大赛，将拍摄视频+活动主题内

容“够爱才能一起玩”上传至遂宁新都官方

微信第三方平台。关注遂宁新都官方微信，

进入公众号对话框，点击右下角“抖音大赛”，

上传视频审核通过后即可进行投票，根据票

数最高者获得奖品，获奖者将获得价值 100
元-1000 元的商场提货卡。

遂宁新都百货
魅力潮妈时尚来袭

本周末，摩尔春天百货推出一系列浓浓

爱意的“母亲节”促销活动，快带上妈妈去感

受那里的温情时光。从 5 月 11 日至 13 日，摩

尔春天百货“臻爱母亲节”主题活动开启，全

场流行鞋服、包、床用、儿童类商品低至 5 折，

黄金珠宝立减 30 元每克，镶嵌满 1000 元省

150 元，化妆品满 200 送 50 元产品……活动期

间购物还可获得母亲节贺卡。

摩尔春天百货今年母亲节还推出了一系

列母子互动活动，在周六、周日的 15：30，商

场将在二楼通道为消费者展示最美妈妈时装

秀，与场外品牌特卖活动同时推出。在周六

16：00 和周日 10：30，商场将在正大门举行母

亲节“蛋糕·心语”活动，由摩尔春天提供 DIY
蛋糕原材料、工具、服装，并有专业甜点师现

场指导，亲手制作妈妈专属蛋糕，即日起接受

消费者和市民报名，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四川

摩尔春天百货有限公司）留下报名的姓名+联

系电话+“蛋糕·心语”。

同时，在 5 月 11 日至 13 日 17:00 的负一楼

生活超市，由摩尔春天免费提供菜品制作食

材、厨具、服装，子女为妈妈现场烹饪一道爱

的佳肴，参与家庭将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即

日起接受消费者和市民报名，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四川摩尔春天百货有限公司）留下报名

的姓名+联系电话+菜名（备注所需食材）。

摩尔春天百货
推出感恩专场

三大卖场献礼母亲节

5 月 13 日是今年的母亲节，挑选
礼物送给妈妈成为过节的潮流。本
周末，遂宁新都百货、摩尔春天百货、
遂宁万达广场三大商场齐发力，纷纷
推出“母亲节”优惠活动，包括商品折
上折、满额返现、满额赠券、多倍积分
等，优惠形式多种多样，主题活动丰
富，商品折扣多，更有精美礼品展示，
商场内处处弥漫着温情气息。

今年，各家商场推出的母亲节活动，各类

促销商品力度不输“五一”活动，而化妆品、女

性服饰当之无愧地成为子女们献爱心的首选

礼物。除了礼物的选送，这个母亲节如何陪

伴母亲、到哪里游远？遂宁万达广场本周末

为您精心筹备了六大主题活动，待每一位孝

心儿女携妈妈而来。

正在为妈妈选择礼物的陈女士告诉记

者，妈妈今年马上 70 了，不仅想为妈妈准备

一份特别的礼物，也打算一家人陪着父母过

一整天，了解了各商场的活动，觉得万达的主

题活动丰富，到时吃喝玩乐购都可以一站式

完成，不用妈妈辛苦的走动，还可以在商场的

按摩机上按摩一下，孩子可有自己玩乐的地

方不用操心，可以说非常方便了。

据了解，万达广场本周末（12 日、13 日）

除了母亲节义诊、服饰亲子秀、夏季彩妆节、

手工 DIY、还有小小世界杯的颁奖典礼，纪念

512 十周年的活动等。业界人士表示，母亲节

的促销近年来越来越受商家们关注，而市民

在折扣降价之外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样化、

个性化，商场和顾客在供给和需求上形成这

种良性的互动，也有利于消费市场的发展。

(遂宁新都百货、摩尔春天百货、遂宁万

达广场“母亲节”活动更多细则，可至商场服

务台咨询了解并参加。） （姚红英）

遂宁万达广场
献礼母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