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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一中举行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文艺汇演暨第十七届校园艺术节开幕式

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春建功新时代
五月风，承载着五月的梦；五月歌，激

扬着青春飞扬。5 月 7 日晚，安居一中“不

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纪念五

四运动 99 周年暨第十七届校园艺术节开

幕式在学校运动场举行，全校师生及部分

家长共 50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

领导寄语
把握青春拼搏进取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和激昂的团歌中

拉开帷幕，全体师生齐唱国歌、团歌。区

委教育工委书记，安居区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宋金声的讲话铿锵有力，“纪念

‘五四’运动，就是激励着广大青年奋发

图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肩负起新

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他勉励全校师生要

继续求真务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谱

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五四精神”的宝贵的财富，一直发扬

到今天。过去的一年，安居一中校团委加

强思想建设，团委会、学生会真正成为了

学校管理的好助手，协助学校政教处、体

卫处、教务处、办公室等部门做了大量积

极有效的工作。该校团委还开展了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增强了

团组织的凝聚力。安居一中校长李洪金

表示，在今后的团组织建设中将进一步夯

实团建基础，充分展现共青团员的先进

性，通过学习培训全面提升团员思想文化

素质，开创团建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学校坚持走个性办学，特色

发展之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实施部门负责、年级自管、学

科督导三线交叉管理结构，全面实施年级

管理学校化，全力培育全区乃至全市育人

高地；学校尤其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坚

持开展“整风静校”；注重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同时通过家长委员会，将涉及学

生切实利益的重大事项与家长代表共同

商量确定，在管理上形成了教育主管部门

指导、社会监督、家长参与、学校自治的

“四位一体”大好格局。

文艺汇演
精彩纷呈激情飞扬

“五四精神”的宝贵的财富，一直发扬

到今天。“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

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文艺汇演前，

安居一中团委书记带领新团员举行入团

宣誓仪式，每一位新团员迈着坚定的步

伐，紧握右拳，在团旗下庄严宣誓：为共

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艺术放飞梦想，激扬一中风采。本次

文艺汇演分不忘记忆、牢记初心、砥砺前

行、青春建功四个篇章。由高 2017 级学

生表演的诗歌朗诵《沁园春·雪》以铿锵

有力、奋发昂扬的声调震撼着现场每一个

人，仿佛置身茫茫雪原追思着中国一代领

袖建成的不朽丰碑；高 2016 级 6 班的舞蹈

《有梦想的人》跳出了青春的气息与活

力，表现了新时代的学子为梦想而不懈努

力的精神，将本次文艺汇演推向了高潮；

初 2016 级社团表演的歌伴舞《我也有个

中国梦》是在向“五四运动”的先辈致敬，

更是表明决心，作为新时代的学生，就应

做新时代的建功者，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

梦而努力奋斗……文艺汇演中，朗诵、舞

蹈、歌伴舞等一个个节目不断上演，精彩

纷呈。

青春追梦，点亮未来。安居一中青春

一代正奋勇争先，用青春拥抱时代，敢于

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用自己的青

春托起美丽的“一中梦”！ （余坤洋）

区委教育工委

召开学校基层党组织集中换届工作会

本报讯 5 月 4 日，区委教育工委召开学校基层党组织集

中换届工作会，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公办、民办学校

120 所，其中公办 78所、民办 42所，现有党组织 81个，党总支 2
个，党支部 79个，共有党员 1690名，其中，43所学校未建立党组

织，30所学校党员人数为零，今年计划转正预备党员 23名。

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根据摸排查

找和调查核实，做好党员组织关系和党籍管理工作；按照

“学校建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原则，采取单独组

建、联合组建、就近挂靠、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建立健全

新办校、教学点、民办校党组织，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

覆盖；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落地落实党组织书记“第

一责任”，分管领导“分管责任”，构建中小学校长、书记同为

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量化“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推动党内生活和

党员教育常态化。 （余坤洋）

莲花初中

警校共育构建平安校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安保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

校园安保防范能力、提升服务意识，5 月 8 日，拦江镇派出所

民警到莲花初中进行安保人员使用器械防范培训。

此次培训会重点对安保人员如何盘查制服可疑人、处置

突发案事件、急救、保安器材使用等技能进行详细讲解示

范，并就如何使用防护器械现场进行了模拟演练。

通过此次培训，提高了校园安保人员的防卫意识，增强

了安保人员的防暴应急技能，对预防校园安全事故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余坤洋）

富果初中

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活动

本报讯 为在校园中倡导健康向上、文明合理地使用手

机和网络的理念，使学生能够认清沉溺于手机和网络给自身

带来的危害，日前，富果初中开展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

络”主题系列教育活动。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各班陆续开展了“珍惜时光，绿色上

网”主题班会，通过学习并发放教育部致家长一封信、观看

视频短片、分析案例等内容，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过度使用手

机、沉溺网络游戏，既浪费时光、损失钱财，又荒废学业、影

响身心健康，从而引导大家科学、合理地使用手机和网络。

活动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养成健康文明合理地使用手

机和网络的习惯，预防和杜绝网瘾的形成，从而顺利完成学

业，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余坤洋）

区人民医院

到三家镇开展医疗下乡送健康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区人民医院五官科业务骨干组建的医

疗服务队来到三家镇，开展“医疗下乡送健康”活动。

活动现场，五官科主任现场为群众耐心、细致地讲解了

白内障防治知识，并利用医学专业知识指导村民们防范春季

流感、糖尿病及高血压等疾病。

据统计，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测血压 319 人次、查

出慢性疾病及眼科疾病 86 人，免费为村民发放白内障及预

防流感资料 600 余份。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群众了解到

了白内障的健康知识，同时加强了基层群众对春季流感等疾

病的防范，也充分展示了区人民医院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王超）

区人民医院

各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支

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据医院党总支关于基层党

支部换届选举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区人民医院各党支部

分别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院党总支将加强对新一届党支部书记

的教育培训，帮助其快速进入角色，提高支部工作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让党支部在推进医院改革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 （王超）

记者：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的工作中，

在区卫计局、局疾控股应急办牵头抓总

下，区疾控中心及各医疗卫生单位齐抓共

管，全系统卫生应急战线干部职工共同努

力，全区的卫生应急工作总体成效明显。

2018 年，全区卫生应急工作的总体思路又

是怎样的？

蒋礼：2018 年，全区卫生应急工作总

体思路是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放在重要位置，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着力强

化生命至上、科学应急的理念，着力强化

应急意识，优化应急体系，积极推进卫生

应急工作规范化建设，提升应急能力，提

高应急救援成效，进一步提升全区卫生应

急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水平，有

效有力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突

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记者：2017 年全区卫生应急体系、工

作机制、指挥协调体系不断健全，同时抓好

了应急预案的演练、卫生应急准备、监测预

警等等，那么下一步，区卫计局又将如何持

续巩固，推进卫生应急工作再上新台阶？

蒋礼：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区卫

计系统卫生应急战线上同志们辛勤工作

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

地认识到全区的卫生应急工作仍然存在

着问题和困难。下一步，区卫计局将着力

强化生命至上、科学应急的理念，着力强

化应急意识，优化应急体系。

一是积极推进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化

建设。贯彻落实《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和《全国医疗

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要求，将

卫生应急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建设，并纳

入年终绩效考核之中，持续推进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化建设，巩固省级卫生应急示范

区创建成果。

二是进一步强化卫生应急体制机制

建设。健全完善各卫生计生单位卫生应

急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配置专（兼）职

管理人员，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卫

生应急组织构架。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的通知》，区疾控中心、各乡镇（中心）

卫生院修订完善卫生应急预案，进一步加

强预案管理，不断完善预案体系，实现卫

生应急预案动态管理，增强预案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进一

步完善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强部门间的

沟通协调、信息通报，合力处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在主管局和疾控中心的统筹

下，建立区内卫生应急工作区域协作机

制，提高卫生应急信息化水平，强化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信息报告管理，按照规定及时报送卫生应

急信息，严禁瞒报、误报、漏报。

三 是 着 力 提 升 卫 生 应 急 能 力 和 水

平。分级负责，健全完善各级各类卫生应

急队伍。按照“平战结合、属地管理”原

则，依托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组建完善各

单位卫生应急队伍；进一步健全完善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制度建设，强化队伍装备

管理，根据需要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工作；加强学校中毒医疗救治管理工

作，强化中毒工作指导、培训、处置工作；

积极推进安居区紧急医疗救援工作以及

全区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信息系统项

目建设；强化卫生应急培训演练，区疾控

中心、区人民医院制定卫生应急培训演练

计划，加强卫生应急法律法规、业务知识

培训，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突发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演练。按照年初计划，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突

发事件处置演练。

四是有力有效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处置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区疾控

中心将进一步加强 H7N9 等突发、新发、输

入性急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源头

控制、早诊早治、重症救治等工作措施；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工作，建

设区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风险评估与早期

预警平台，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预警工作水平，做好食物中毒、职业中毒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患者救治和应急处

置工作；做好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

作，各单位健全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

作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准备、应急值守和

信息报送，及时有效开展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工

作；加强重大活动、重要节日以及特殊敏

感时期卫生应急保障等工作，全力保障全

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王超）

安居区

“送教下乡”
走进横山幼儿园

5 月 4 日，安居区“送教下乡”活动走

进横山幼儿园。活动中，安居二幼以及

琼江路幼儿园分别展示了优质课《蝴蝶

的 蜕 变》和《泥 韵 飘 香 满 琼 幼》专 题 讲

座，优质课教学设计新颖巧妙、教学方

法灵活有趣充分突出了教学特长与个

性，展示出先进的幼儿教学理念；专题

讲座把特色教育融入幼儿园一日活动，

让在场观摩的老师备受启发。

余坤洋 摄

近日，区人民医院举办“同舟共济”趣味比赛，整个比赛

训练充满趣味性与挑战性，赛场上队员们人人精神抖擞，你

追我赶，啦啦队员们个个欢呼雀跃，鼓劲加油。

王超 摄

推进卫生应急工作 保障群众生命健康
——访区卫计局党组成员、区爱卫办主任蒋礼

本报讯 5 月 4日，区人民医院组织召

开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

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安排部署重点工作，有

效打击骗取套取医疗保险基金欺诈行为。

会议重点对医院涉嫌骗保的行为进

行了分析，特别强调要注意挂床住院；身

份核实不清、冒名顶替；外伤病员核实不

准，应该由第三方负责的写成自己负责；

处方、医嘱、费用清单不符；重复收费；升级

住院、虚假诊断、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护理

级别与病情不符；五保病人长期多次住院；

门诊统筹集中报付；门诊统筹冒打他人发

票、冒写他人姓名；代刷卡、套取门诊账户

资金等，会议希望医院全体干部职工要引

以为鉴，不要触碰红线、跨越底线。

针对下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扎实开

展自查，切实强化监管措施，进一步完善

长效机制，将监管重点从医疗费用控制逐

步转向医疗费用和医疗质量的双控制；进

一步加强医保欺诈案件查处与移送工作，

促进医保监管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对欺

诈骗保行为保持零容忍，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保

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王超）

区人民医院召开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项行动动员大会

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卫生应急工作，作为专业特
点非常明确的应急工作之一，从
总的来说又分为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卫生应急和医疗机构卫生
应急工作，承担了全区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等应
急任务。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全
区卫生应急能力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处置水平，全力保障群众
生命健康？5月 8日，记者专访
了区卫计局党组成员、区爱卫办
主任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