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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无烟环境 建设健康安居

安居区积极开展无烟日宣传活动

课间运动
增强体质

5 月 24 日 ，拦 江 初 中 组 织 小 学 部 、

初中部学生开展室内课间操比赛活动。

比赛中，伴随着充满青春活力的音

乐旋律响起，同学们时而强健、时而柔

软，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展

示着拦江初中学子阳光般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裁判组的工作人员本着公

平 公 正 的 原 则 ，给 予 了 各 班 恰 当 的 评

分。

此次活动，对推动学校课间操整体

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学生行为规范的

养成，培养学生自律意识、竞争意识、集

体主义精神和锻炼学生身体、增强学生

体质具有重要意义。 余坤洋 摄

琼江路幼儿园

开展脱贫攻坚集中入户走访帮扶行动

本报讯 5 月 25 日，琼江路幼儿园扶贫帮扶小组开展脱

贫攻坚集中入户走访帮扶行动。

走访中，帮扶小组每到一户都详细询问近期暴雨对贫困

户有无受灾影响，并进一步排查房屋安全隐患，保障贫困户

生命财产安全，并分别与各自贫困对象亲切交谈，共算收

支账，并结合扶贫对象自身情况制定具体扶贫计划，以坚定

的决心信心使其早日脱贫致富。

走访后，帮扶小组分别把走访的实际情况、存在问题等

及时反馈到双林桥社区，进一步完善帮扶手册，确保各项帮

扶措施落到实处，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如期完成精准扶

贫任务。 （余坤洋）

富果初中

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近日，富果初中结合学校实际，以班为单位开展

了“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各班通过召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会，

让学生观看预防溺水教育视频，教育学生不要私自下水游

泳，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要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

泳等，遇到同伴被溺水时，及时向附近的大人求救，不得自

行组织救援；同时，该校印发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请

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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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

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

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余坤洋）

会龙初中

举办迎“六一”文艺汇演

本报讯 5 月 29 日，会龙初中小学部的操场上热闹非凡，

全校师生在这里载歌载舞欢庆六一儿童节。来自全校近

100 名孩子为观众奉上了舞蹈、学生独唱、话剧、朗读等 20 个

精彩的文艺节目。

这次文艺演出，旨在弘扬校园文化艺术，提升学校办学水

平，展示开展少年宫活动以来，学校艺术教育取得的成果，同

时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在一阵热烈的

掌声中，诗歌朗诵《老师，您辛苦了》拉开了此次文艺汇演的序

幕，余秀娟老师指导的话剧《团团圆圆》，柔美的舞姿，精湛的

表演，成为了此次文艺汇演当之无愧的压轴节目。

此次文艺汇演，所有的节目，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充

分体现了会龙初中在积极开展农村小学少年宫活动以来，全

体师生共同努力，取得了累累的硕果。 （余坤洋）

今年 5 月 31 日是第 31 个世界无烟日，

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

病”。为加大全区控烟宣传和健康教育工

作力度，推进控烟履约进程，维护人民群

众健康，进一步在群众中推进控烟宣传和

控烟行动，提高他们对“吸烟有害健康”

的认识，5 月 28 日上午，安居区卫计局、区

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等部门在 24 米街

阳光广场开展“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据了解，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和肺气肿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诱因，吸

烟者更易感染结核病和肺炎等传染性疾

病。此外，吸烟者发生中风的危险是非吸

烟者的 1.5 倍，我国每年因中风死亡人数

近 200 万人，吸烟是重要危险因素。

“大爷，您好！每年 5 月 31 日是世界

无烟日，吸烟有害健康，这个折页你看一

下，就会知晓吸烟的危害性。”活动中，相

关负责人为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大力宣传

控烟有关政策法规、烟草烟雾危害、戒烟

方法等，向过往群众大力宣传烟草对心肺

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耐心为群众讲解戒烟

的好处和方法，不断提升群众对吸烟及二

手烟危害的认识，倡导群众选择健康，远

离烟草。

“我不吸烟，不过我家那个孙孙，才 20
多岁，一天烟瘾大得很，我要把这个宣传

册拿回去给他好好看看，让他晓得，他一

个人抽烟，不仅是对他自己不好，还对我

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戒烟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在公共场

所吸烟肯定对别人也有影响，大家都戒

了，空气质量都好，不影响别人。”

还有不少群众表示，在这次的宣传活

动中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了解了烟草里面

存在的有害物质，还知道了一些戒烟的好

方法。在今后的生活中，不仅要提醒自

己，还要随时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吸烟的

危害到底有多大，不要让烟草剥夺了自己

的健康。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让群众更为深刻

地认识到烟草对心脏的危害，树立人们选

择健康、远离烟草的意识，营造出不在公

共场所吸烟的文明风尚和支持控烟履约

的社会舆论氛围。

区卫计局党组成员、区爱卫办主任蒋

礼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宣传活动，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对烟草危害健康的认识，并

且在今后区卫计局也将组织开展更多的

控烟活动，共创无烟环境，建设健康安

居。 （王超 郑捷）

本报讯 为认真做好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

满的考核工作，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

干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

规定，日前，区卫计局受区委组织部委托，到区人民

医院对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任职试用期满考核。

考核从领导干部任职一年来思想政治素质、组

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等方面

进行。被考核干部围绕考核的这几个方面对任职

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述职述廉。医院中层以上干

部及职工代表对被考核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院班

子成员及部分职工代表接受了区卫计局相关负责

人的考核座谈。 （王超）

本报讯 根据省委、市委、区委

及区卫计局统一安排部署，在全省、

全市、全区及全区卫计系统范围内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日前，区人民医院召开“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启动会，医

院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区卫计局 5 月 15 日

召开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动员会精神。宣读了医院“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实施方案，

对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

具体安排、组织领导和推进措施进

行了详细阐述。

会议对医院“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的开展提出了三点要

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正确认识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的重

要意义。要求全院干部职工充分认

识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的重要意义，要以此为契机，强化

学习、提升内涵。各支部、各科室要

按照实施方案迅速组织开展，在全

院掀起活动热潮。二是狠抓工作落

实，扎实推进“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取得实效。准确把握活动

的主要内容，全面系统抓好“大学

习”，广泛深入开展“大讨论”，务实

高效推进“大调研”。三是加强组织

领导，全力推动“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融入工作。各支部、各科室要

高度重视，周密安排部署，狠抓责任

落实，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坚决防止搞形式、

走过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王超）

本报讯 为确保安居区 2018 年中高考考点的卫生安全，5
月 27 日，区卫监大队对城区 2 个中高考考点和安居鑫宇自来

水厂进行了专项卫生监督检查。

本次监督检查主要针对各中高考考点学校的传染病防

控工作落实情况、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

学校教室、寝室的卫生状况；同时，监督员还对安居城区的

鑫宇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流程进行了专项监督，并进行现

场抽检，严防饮用水污染事件及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另外，

监督员还对中高考考点周边公共场所进行了重点检查，特别

是住宿场所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持证亮证、公共用品用具的

消毒保洁、客房卫生、通风换气及禁烟等情况，及时消除了

卫生安全隐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指导，并

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各个考点学校加强传染病防控

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落实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建立

健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排查、消除卫生安全

隐患，有效防控中高考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为广

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卫生、舒适的考试环境。 （王超）

区人民医院

举行2018年度廉洁采购集中约谈会

本报讯 5 月 28 日，区人民医院开展 2018 年度廉洁采购

集中约谈会，对 50 余家药品、耗材、器械供应商进行约谈，进

一步规范采购流程。

会议要求，要强化认识，深刻认识到此次廉政集中约谈

的重要意义，努力做到诚信经营、坚决杜绝医药物资购销过

程中的商业贿赂行动，从而有利于树立医疗卫生良好的形

象；要强化落实，严格遵守相关廉洁规定，深刻认识到医药

购销领域中的风险和漏洞，要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的判断，

时刻保持警醒，严禁从医药代表到临床科室存在违规违法行

动；要强化监督，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惩处力度，医院纪检

监察人员要切实惩处发生在医药购销领域损坏群众利益的

微腐败行为，充分发挥“惩处一人，教育一片”的震慑作用。

（王超）

区卫监大队执法人员检查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区卫监大队

开展考前专项卫生监督检查

区人民医院
召开“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动员会

区卫计局开展科级领导
干部任职试用期满考核

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全国普通高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

是全区考生顺利参加考试的问题，还涉及

考生背后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为此，安居

区切实加强对高考工作的组织领导，把高

考安全作为“一把手”工程，层层落实考试

安全主体责任，突出强调各级各部门的职

责，要把试题试卷安全、考试安全和考生安

全作为工作重点，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不

留工作盲点死角，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在高考环境综合治理期，教育、招生、

公安、卫计、食品药监、工商、交运、环保、

住建、城管、消防、文广、街道办等部门将

集中开展整治噪声污染、安全秩序、交通

秩序、市场秩序、饮食卫生管理等高考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电信、电力、燃气等部

门将制定保考措施，全力保障考试期间各

标准化考点、保密室、指挥平台网络、电

力畅通、检修好管道设施等，全力为考生

提供稳定、和谐的考试环境。

落实防控措施
确保考试安全

高考涉及大规模群体聚集，安居区高

度重视安全保障工作，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和“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

落实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区各相关

部门对试卷保密室设施、视频监控系统以

及试卷保管全过程进行全面检查，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各环节全天候无缝连接，坚

决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

同时，区教育部门以保障考试安全为

目标，科学设置考点，确保考生和工作人员

人身安全，切实做好考生交通运输安全和集

中食宿点饮食卫生安全通过科学制定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加强综合防控，认真开展安

全疏散演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在考试

中如突发重大问题，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在

第一时间上报，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确保

快速、有序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严格监督检查
严肃责任追究

每年的高考，关于考风考纪、高考安全

的话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区教育

部门切实加强对考务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

提高考务工作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

教育、招生、公安、保密、城管、环保、

经信、工商等部门将协调配合，完善联防联

控、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严厉整肃考风考

纪，严肃责任追究。

教育、纪检监察等部门，把安全保密

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加强对试卷流转

环节全过程、全链条监管，确保试题试卷

绝对安全；同时，加大巡考督察力度，确

保实现考试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全覆盖，

对考生及考试管理人员在考试中的各种

违纪违规行为，将严格按教育部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 （余坤洋）

安居区集中开展噪声污染、安全秩序、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为高考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2018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已进入倒计时阶段。近日，记者从区招考委

获悉，安居区今年高考考生为 3226 人，全区已将 5 月 21 日至 6 月 8 日设定为高考

环境综合治理期，各相关部门将组织集中开展治理噪声污染、安全秩序、交通秩

序、市场秩序、饮食卫生等高考环境综合治理，确保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

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