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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攻坚

享受科技乐趣 感受创新魅力
——2019年全市科技活动周综述

排查出防汛地质问题90个
明确责任人进行全面整改

“我市境内主要有涪江、琼江、
郪江、梓江等大小溪河 700 多条，总
长 3704 公里。全市多年平均降雨量
约 900 毫米，但因雨热同期，降雨主
要集中在 6-9 月，极易发生暴雨、特
大暴雨和洪涝灾害。”据市防汛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据气象和水文部门
预测，今年我市主汛期降水量较正
常年份偏多 1—2 成，涪江干流可能
出现超警戒洪水，全市防灾减灾任
务繁重。

对此，我市及时召开市委常委
会、市政府常务会、全市防汛减灾
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全市防灾减灾
总体形势、薄弱环节；对防汛减灾
重点工作、指挥机制、工作纪律提
出明确要求；逐一落实全市重要
江河、水库、堤防、河心洲坝、城
镇、山洪灾害危险区、在建重点水
利工程及地灾隐患点责任人，并
在主流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我们
组织开展了汛前大检查，共发现
防汛和地灾问题 90 个，均以“一
县一单”方式发出整改通知。对
暂时不能消除的隐患，做到了预
案覆盖率、群测群防网络覆盖率
和隐患告知率 3 个 100%。”该负责
人说。

抓好监测预警
180支队伍严阵以待

据介绍，为了做好防汛减灾工作，我市
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水库、堤防、桥梁等
重点工程，城市内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隐
患点、船舶、在建涉水工程等重点部位的隐
患排查，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制+责
任制”管理。

“在监测预警方面，我们加强了对重大
灾害性天气的会商研判，雨情、水情和山洪
地质灾害监测，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该

负责人说，目前，我市已建立完善与涪
江上游绵阳、下游潼南等地和琼江流
域防汛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实
现上下游联防联控。

“我们要求各级各部门坚持汛期领
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县（区）、
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
不得同时离开属地，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在关键时期要保证
在岗在位；乡镇三分之二的干部必须
值守；村（社区）干部要切实承担辖区
内灾害监测预警和转移群众的责任。

要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一旦发生
灾情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玩
忽职守、失职渎职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严肃追责问责。”该负责人说。

在做好预防排查的同时，我市进一步
充实物资队伍，截至目前，全市已落实麻
袋约 5 万条、编织袋约 80 万条、救生衣约
7800 件，落实抢险队伍 180 支，一旦灾情

出现，各方力量能够科学开展抢险救援，

千方百计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降低灾害损失。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6 月 12 日上午，大英县第

三届微型消防站队员比武竞

赛开赛，旨在通过比赛加强微

型消防站执勤能力建设，检验

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以赛促

练，提高微型站队员处置初期

火灾能力，减少火灾损失，营

造关注消防、关注安全的社会

氛 围 。 来 自 全 县 91 支 镇

（乡）、社区（园区）、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的 270 余名微型消防

站队员拼意志、斗智慧、赛技

能。图为比赛现场

赵秀蓉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摄

楼梯间电瓶车起火
消防紧急出动排险

6 月 10 日晚 23 时 24 分，遂宁市消防救援支队德水路特勤中

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香山街 17 号的尚品居发生火灾，楼道内

黑烟滚滚、电梯内不确定是否有被困人员。接到报警后，特勤中

队迅速出动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经初步侦查，起火的是楼道内一随意停放的电动车，产生

的浓烟和高温致使电梯停运、视野受限。”据特勤中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现场有民众反映，有人听到电梯内有呼救声。随即，消

防人员组成两个分队进行灾害处置，一小队将起火车辆拖至室

外空间浇水降温，并打开楼体内所有窗户帮助排烟降热；另一小

组背带号空气防护装备进入，利用破拆工具进行紧急作业，逐层

打开电梯门确认情况，最终，在 8 楼发现电梯位置，确认无人员

被困，只是虚惊一场。

“电瓶车电瓶为化学铅酸电池，短路后 30 秒出现明火，3 分钟

火焰温度达到 1200 度，有毒气体以 1 秒钟 1 米的速度充斥整个楼

道，切断居民逃生通道，居民一旦吸入 3-5 口剧毒气体就会昏迷，

随后窒息死亡。”对此，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楼道内一定

不要停放电瓶车充电，近年来因楼道随意停放电瓶车发生的惨

痛教训不在少数，往往造成群死群伤。堵在疏散通道的电瓶车，

就是一个隐藏的巨大火魔，务必请广大市民按照规定将电瓶车

集中停放在指定位置，小区也要开辟专门的露天充电桩供其使

用。其次有义务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能随意堆放可燃物，避免

在逃生的关键时刻堵上求生之路。 （姚迪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一岁男童被困
民警爬窗救援

6 月 10 日上午，大英县蓬莱镇田坝子社区一岁男童被反锁在

家中，事发后，大英县公安局蓬莱一所民警紧急爬窗救援，成功

将男童救出。

据介绍，当日 10 时 30 分，大英县公安局蓬莱一所民警在辖区

开展人口信息采集工作时，遇到一袁姓老人紧急求助。她称自

己家住田坝子社区农商银行三楼，其一岁多的小孙子被锁在家

中一个多小时了，请民警帮忙救出自己的孙子，民警随即放下工

作跟随老人前往救援。

在老人家门口，民警隐隐听到房内有孩子的哭声，便立即开

展救援。民警一边让老人安慰小孩情绪，一边观察门窗情况，发

现旁边的玻璃窗是活动的，于是小心的把玻璃窗取下一面，然后

通过狭小的窗口进入老人家中，从里面打开房门，成功救出小孩。

据老人讲，她早上自己下楼扔垃圾，小孙子一人在家玩耍，

等回到家时，发现小孙子模仿大人把门反锁了，老人想了很多办

法都无法开门。小孩已经被锁一个多小时了，害怕孙子在家中

发生意外，老人下楼找人帮忙，正巧碰到民警在附近，于是立即

向警察求助。

对此，民警提醒广大父母及监护人，要时刻关注小孩人身安

全，履行好监护的责任，不要让小孩独自留在屋中。

（胡进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跳舞的回形针神奇无
比、3D 海洋科普图窥视深
海、农业科技到田间、科普
宣传绘声绘色……5 月 19
日到 26 日是科技活动周，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在全
市各县（区）相继展开。

“ 科 技 强 国 ，科 普 惠
民”是今年科技活动周的
主题，市科技局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筹划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给
市民带来了一场梦幻般的
“科技之旅”。

5 月 24 日，科普体验活动走进蓬溪县高坪镇小

学，为 600 名师生送上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

“跳舞的回形针、队列行进、窥视无穷、3D 海洋科

普挂图……”，在科普大篷车旁，涵盖声、光、电、力学

等多方面知识的各类展品，激发了同学们对科学对

兴趣，他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地观看、了解展品的

科学原理，动手实践操作，亲身体验科技的神奇，感

受科学带来的乐趣和科普展品的魅力。

活动中，科普志愿者为师生们发放了科技前沿、太

空奥秘、青少年心理健康、女学生安全保护、防邪反邪

等科普宣传书籍、手册、挂图 600 余份，现场氛围十分热

烈。

科技活动周期间，市气象局开放了遂宁市气象

科普教育基地，并邀请了经开区明月小学的孩子们

走进基地了解气象。市气象局联合市电视台邀请了

10 余名小学生到市气象局天气预报演播室参与录制

气象节目，零距离体验气象主播的工作。

此外，宋瓷博物馆以“国宝宋瓷、文物保护法和

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流动展览为依托，采用科普志

愿者现场讲解以及科普资料免费发放相结合的方

式，邀请文物专家下基层为群众免费鉴定藏品，科普

文玩收藏知识，普及文物法律法规。

好玩和新奇兼具 科技盛宴让孩子们惊呼

科技创新，事关农业生产。从 5 月 16 日开始，一系列

农业科普惠民活动在乡镇、村举行。

5 月 20 日，大英县隆盛镇黎明村迎来了市科技特派

员水产团队。早先时候，他们与村委会因地制宜，制定了

稻渔综合种养和种植业为主的产业发展规划。

此次他们不仅给村民带来了 120 公斤的鱼种，还根据

稻渔综合种养和池塘养殖的不同需求，指导贫困户关于

投放相应品种、规格和养殖密度的相关技术，在稻田旁

“手把手”教学。

5 月 24 日，大英县回马镇枯井村“卓筒源乌骨鸡”养

殖场热闹非凡，市科技特派员、驻村农技员、合作社技术

人员、养鸡贫困户现场互动，交流探讨林下养殖、鸡场选

址、圈舍修建、饲料配制、疫病防控等技术，宣讲最新惠

农政策。

在隆盛镇长滩寺村的润丰禽业，市科技特派员还就

种养结合、养鸡场粪污资源化利用、非洲猪瘟影响下鸡蛋

鸡肉替代消费、畜牧产业市场行情等与公司高管、技术总

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国内外先进粪污处理技术、行

业法律法规为该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

“专家们没有一点架子，有时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他们

二话不说和我们一起到田边看现场，解问题。”枯井村村民陈

长莆说。

农业科普“接地气”
助农脱贫惠民生

科技志愿者服务队的成立，是此次科技活动周的重头

戏。

5 月 29 日，在以“礼赞共和国、追梦新时代——科技志

愿服务行动”为主题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遂宁主场活动

中，现场为我市科技志愿者服务队授旗。科技志愿者服务

队的组建，为遂宁市科技攻坚、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智库

咨询、科学普及、扶贫攻坚等工作增添了生力军。

科技强国，科普惠民。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市紧紧围

绕科技活动主题，积极组织各县区、科普基地和科普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开展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组织科技志愿者

参加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科普大蓬车进校园……一系列的科普活动中，科技

工作者主动走进学校、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偏远乡

镇，让群众通过自身感受和亲身体验，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积极营造城乡创新创业氛围。

(陈文 杨蓉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弘扬科学精神
积极营造城乡创新创业氛围

VR 体验

学生体验跳舞的回形针科普项目

排查隐患 明确责任 抓好监测预警

我市180支队伍备战防汛抗洪

铿锵锣鼓体验

上坝救生台台面加高 2.5 米，下坝救生台台面加高 1 米……近日，记者在去年“7.11”洪灾中
受灾最为严重的射洪县金华镇黑水浩村看到，射洪县交运局牵头组织投入 2700 万元正在对黑
水浩桥进行重建，并安置了 60 块撤离路线牌。

重建黑水浩桥仅是今年我市备战汛期行动中的一个缩影。面对已至的汛期，我市各部门
积极行动，践行防灾减灾新理念，积极备战，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