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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为 9 月

17—23 日，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

络安全靠人民”，其中 9 月 18 日为校园

日。为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的良好氛围，9 月 18 日，安居区教育局按

照统一部署，在全区教育系统内集中开展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教育日专题活动，营

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保障师生在

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国家网络

安全。

“同学们，你们上过网吗？”“你上网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你有去过网吧的经

历吗？”……在明德小学，全校学生开展了

“网络安全”主题班会，重点培训了在使

用电脑过程中应该采取哪些网络安全防

范措施、计算机中毒后有哪些症状、如何

安全地使用智能手机、如何保护手机支付

安全等，让学生识别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

时遇到的一些网络安全隐患。

同时学校还对四至六年级的学生进

行了网络安全培训，组织学生开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知识竞赛，让学

生们熟悉网络安全法，了解网络安全知

识。

“下列哪种行为最容易中木马病毒？”

“什么是钓鱼网站？”“遇到网络病毒，最

科学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在安居一

中初一至高二年级开展的主题班会上，

同学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得到了这些问题

的答案，学校结合实际，就常见的一些网

络安全问题以及处理办法做了 PPT、向

同学们发放了网络安全的宣传资料，使

大家认识到在充分利用好网络资源给自

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要经得住网络上的一些诱惑，自觉抵

制一些不良网站传播的不良信息，维护

网络安全。

“学校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专题

活动为契机，加强教育、认真防范，打出一

套组合拳，扎实推进学校网络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安居一中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在国家安全网络宣传周期

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将开展形式多样具

有本校特色的网络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通过上“网络安全精彩一课”、现场发放

宣传资料等多形式为学生进行网络安全

知识讲解。同时，全区各校还利用电子

屏、校园橱窗、宣传栏、校园网、校园广

播、悬挂横幅等宣传有关网络安全信息，

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

校园氛围。通过此次网络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将有效提高该校师生的网络安全知

识，进一步调动师生共同参与学校网络安

全管理的积极性。

通过此次活动，全区广大师生充分认

识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要充分利用好网

络资源带给自己的便利，同时也要提高网

络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一些不良网站，并

表示不利用网络传播不良信息。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

在全国第五个扶贫日“10·17”即将来临

之际，区教育局机关于 9 月 25 日开展了 2018

年“扶贫日”爱心捐助活动，以实际行动向精

准扶贫中需帮助的贫困家庭和困难群众伸出

友爱之手，为全区脱贫攻坚工作献一份力。

捐助活动现场，在区教育局负责人的带领下

局机关干部纷纷走到捐款箱前，尽自己绵薄

之力，献出一份爱心。据悉，当天区教育局机

关共捐赠 7000 余元。全区教育系统截至目前

共收到捐款 10 余万元。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三家中学

举办预防秋冬季传染病知识讲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

病的发生，增强全体师生的预防传染病意识，9 月 25 日，三

家中学邀请三家卫生院相关工作人员对 400 余名师生开

展预防秋冬季传染病知识讲座。

三家卫生院专家向大家介绍了秋冬传染病的特点，传

染病的产生、生存环境、传播途径等知识，重点讲解了流

感、水痘、腮腺炎、麻疹、呼吸道疾病、结核病的症状及预

防措施，对如何预防做了具体的指导，并提醒学生，平时要

注意个人卫生，加强自身的锻炼，提高自身的防病意识和

自身抵抗力。

据悉，近年来，该校高度重视学生健康教育，结合季节特点

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为学生的身体、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玉丰镇幼儿园

召开家园共育陪伴成长主题家长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9 月 20 日，玉丰镇幼儿

园开展了以“家园共育 陪伴成长”为主题的家长会。

此次家长会上，该园负责人就安全教育、幼教小学化的

危害和幼儿在幼儿园应该学什么做了很好详细说明并提出

了要求；在班级家长会中，在班级老师的带领下家长们通过

亲身体验感知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通过“互动讨论”

互动游戏将家长会推向高潮。大家明白了只有家园协力，

找到最合适的教育，相信用心、尽心、细心，定会让每一位行

走在童年之路的孩子们有个健康、快乐的幸福童年！

会后，家长们都表示为了孩子的进步与发展，对孩子的教

育将更注重理性和方法，与老师和学校将更注重沟通和配合。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区教育局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

“要是在以前，这场病下来，今年的庄

稼就算是白种了。”今年 8 月，在区人民医

院 3 楼住院部，做完手术还戴着眼罩的罗

来金很感慨。罗来金是安居区拦江镇铁

灌井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往年，只要

病不是特别严重，基本都是拖好了的。”

罗来金说。

今年 7 月 ，罗 来 金 常 感 有 些 异 常 的

眼部，在区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双眼翼状

胬 肉 ，需 要 进 行 手 术 治 疗 。 如 何 解 决

2000 余元的手术费用？“个人只需要支

付 200 多元的费用，就可以完成手术。”

这个好消息，让罗来金没有选择再“拖”

一次。

据悉，按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区域

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民政医疗救

助、卫生扶贫救助的顺序，安居区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患者予以医疗保障，统筹使用

医保基金、民政医疗救助资金、卫生扶贫

救助基金等，确保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

10%以内。

今年来，区卫计局认真贯彻落实各级

民生工程安排部署，全力推动各项民生工

程与民生实事的顺利开展，1－ 9 月民生

工程和民生实事全部完成时序进度。

记者了解到，2018 年，区卫计局把实

施好民生工程作为全局工作的重点，年

初，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民生工作

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总责，落实办

公室为牵头股室，按民生工程项目内容将

任务科学分解到具体股室，并明确相应的

分管领导负责子项目实施工作做到精心

组织、周密谋划、加快进度、狠抓落实。

全局上下在思想上形成共识，确保各项民

生工程顺利实施。

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定期联合相关部

门组织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并协调解决，认真整改；积极争取

落实财政匹配资金，按照基金财务制度严

格管理各项医疗民生工程基金、资金，做

到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此外实范政

务公开，做到医疗民生资金使用、申请、

审核、审批程序规范透明，严格实施资金

使用公示制度，各类惠民政策严格做到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

据区卫计局党组成员、区爱卫办主任

蒋礼介绍，在以后的工作中，区卫计局将

按照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及相关

部门关于民生工程的安排部署，将民生工

程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在全区范围

内，加大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城乡居民

健康档案、卫生扶贫资金等方面政策法规

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主动积极参与到民

生工程活动中，优化卫生扶贫救助基金的

申请流程，使其真正成为为民解困的利民

工程，防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积极

争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中央资金，待

中央资金下达，第一时间按相关政策规定

和流程拨付。

（全媒体记者 王超）

60 年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或许还行

不成一滴小水珠，但在区人民医院的 60

年的发展史中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日

前，记者在区人民医院看到，为了庆祝医

院建院 60 周年，医院的医务人员认真排

练每一个表演节目，用汗水和激情展现

出白衣天使的另一面。据了解，此次院

庆晚会共准备了 15 个节目，虽然工作性

质的特殊性，排练往往不能准时到场，但

每位参加表演的职工都会利用休息时间

练习，将各类节目精心编排、打磨。图为
区人民医院医院人员排练忙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遂宁市专家（博士）服务团基层
智力行走进区人民医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9 月 20 日至 21 日，遂宁市

专家（博士）服务团基层智力行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市

中心医院的专家杨旭为医院开展眼科治疗技术指导。

活动中，杨旭用精湛的业务知识进行了《青光眼诊治

新进展》的精彩学术讲座，对区人民医院眼科进行了教学

查房，并就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科疾病诊断和治疗规范进

行了详细讲解。同时，杨旭还现场指导医院眼科医生实施

了 4 台白内障手术，让医院眼科医务人员现场学到了很多

眼科显微手术的操作技巧，积累了更多的手术经验，为更

好地服务病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此次活动，该院眼科医务人员进一步提高了自身

诊疗服务水平，拓展了视野。

区卫计局突出抓好强化纠风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进一步促进纠风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日前，记者从区卫计局获悉，区卫计

局多措并举，突出抓好强化纠风工作。

区卫计局主动与区纪委监委、检察、效能等部门加强

沟通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形势，形成工作合

力，深入各医疗卫生单位，对全区医务人员进行了预防职

务犯罪巡回培训；同时创新开展了“廉洁行医双承诺”活

动，全区 21 个医疗机构，1100 余名医务人员分别向社会作

出了廉洁行医十项承诺，承诺内容在《遂宁日报·安居周

刊》全文登载，在各医院醒目位置张贴，并公布了举报投诉

电话；创新编制了《廉洁行医读本》，将有关法律规章、行

为规范、案例警示、风险防控、廉政典故等汇编成册，免费

发放给全区医务人员进行学习；有效控制医药费用增长，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还编制印发《廉政风险防控“十项制

度”》，为各医疗卫生单位重大决策、药械采购、大额资金

使用等设置“防火墙”；探索构建医德医风考评体系，将医

务人员职业道德、廉洁行医、优质服务等 7 大项 20 小项内

容实行积分制管理，年终统一考评奖惩；加强对药械采购

的监督和指导，全区 21 个乡镇卫生院全部达到了“100%上

网采购、100%使用中标药品，100%实行零差率销售”3 个

100%。

区卫计局扎实做好民生工程建设

1-9月全部完成时序进度

（紧接 01版）将湖长制体系纳入河长制工作体系机制。下

一步，安居区将多措并举齐抓共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筑

牢绿色发展意识，采用“河长+警长”“监督员+联络员”的

监督执法体系，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执行力；积极开展

宣传培训，大力提升社会监督，利用各类媒体对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进行权威解读和权威信息发布，增强公众对河湖

保护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河湖、保护

河湖的良好氛围。

区领导冷强军、潘昀、舒玉明、陈忠良、吴敏、周胜勇参

加会议。

认尸公告

2018 年 9 月 25 日 17 时许，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

局安居派出所在安居琼江路幼儿园旁 7 楼楼顶发现一

无名男尸，体型偏胖，身高约 1 米 6，脚穿棕色凉鞋，下

身穿黑色运动裤，上身内穿白色体恤，外穿灰格外

套。有相关知情者或亲属获知此信息后，请及时联系

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安居派出所，联系人罗警

官，联系电话 0825-8661110。

安居区组织收看全省河（湖）长工
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