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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我宣布，

安居区处置水上安全突发事件暨防洪抢险

应急演练正式开始。”8 月 2 日上午，随着区

交运局局长肖灏一声令下，安居区琼江河

莲花湖五琅坝水域处置水上突发事件暨防

洪抢险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铛、铛、铛……”一阵急促的敲锣声在

五琅坝水域上传来，模拟演练一艘客船在

航行途中船舱失火，船上有人员被困，群众

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接到报警后的

应急救援队伍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施救，同

时向区政府及区地方海事局报告情况。

“船上的乘客请不要慌乱，保持秩序，

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海

事搜救人员一边稳定乘客的情绪，一边通

过观察迅速掌握船舶失火位置，从失火船

舶的上风方向侧面靠近进行救助，通过扩

音设备告知船员转移到甲板安全位置，采

用消防灭火水炮对失火船舶进行灭火。同

时，在施救过程中，密切关注失火船舶的稳

性变化，严防船舶倾覆。

据了解，本次演练共分为船只检阅仪

式和“落水人员救援”“船舶失火救援”“船

舶失控救援”等三个演练科目相继开展，旨

在检验安居区水上人员救助、消防灭火和

处置大型漂流物的应急能力，加强水路交

通安全监管，提高涉水部门对水上突发事

件的应急快速反应、救助处置和交通保障

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水上交通安全事故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应急处

置能力，为防大汛、抢大险积累了实战经

验，同时也锻炼了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在水

上人命救助、船舶消防救火、遇险群众转

移等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区交运局职

工陈昌说。

近年来，区交运海事部门切实做好紧

急救助和防汛减灾工作，严格按照省、市巡

航救助一体化建设总体要求，依据水上救

助就近原则，在莲花湖库区新建 20 平米海

事应急救助仓库 1 座，配备了船用设备、救

护救生设备、发电照明设备、破拆设备等各

类应急救助物资，同时由省财政资金补贴

装备了 16.7 米自带消防水炮海巡艇 1 艘，建

立了以区交运海事处部门为主导，各涉水

乡镇政府配合，辖区水运企业协作的水上

交通应急救援机制，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区地方海事处主任段临春告诉记者，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一步强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提高应对水

上交通突发事件的应急救助水平，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安居区开展处置水上突发事件暨防洪抢险应急演练

提升汛期防洪抢险应急处置能力

安居区召开 2019 年大学生西部计
划志愿者迎新交流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8 月 1 日，安居区

召开 2019 年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迎新交流会。

新老西部计划志愿者、各志愿者服务单位代表参加

会议。

近年来，安居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

办公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积极指导志愿者立足本职工作岗位，

拓展志愿服务领域，促进了项目的稳步实施。

座谈会上，新到来的志愿者分别作了自我介绍，

往届优秀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宝贵

经验，并鼓励大家时刻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发扬

志愿服务精神，以良好的工作业绩来回报组织的

厚爱和关心。新到来的志愿者们纷纷表示，接下

来，他们将认真学习、立足本职、发挥优势，要以

饱满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

民服务，增长个人才干，为安居区的经济发展贡献

青春力量。

在安居区三家镇，人们一提起旷世力

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一位认真做事、大

胆创业、敢于闯市场、紧跟时代潮流的优秀

农民工、农民的楷模。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打工热潮

一浪高过一浪，九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打

工者都发家致富了，外面的广阔世界在他

们的述说中显得绚丽多彩。这些都让三家

镇土城村青年劳动者们蠢蠢欲动。

2004 年，旷世力和很多农民工朋友一

样，怀揣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的梦想，踏上

了前往广州的打工之路。经过几年的努力

打拼，他闯出了一番成绩。

但每当想到年近 60 的父亲依然面朝黄

土 背 朝 天 ，作 为 儿 子 的 旷 世 力 就 于 心 不

忍。 2011 年春节前夕，旷世力对父亲说：

“您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就不要再种庄稼了。”但父亲告诉他：

“我们是农民出身，土地就是我们的命根

子，即使生活条件再好，也不能丢掉土地。”

后来旷世力参加村上召开的村民大

会，参会的镇干部向其介绍了家乡近年来

的发展变化，宣传了国家对农村建设和农

业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回想到父亲说过

的话，旷世力毅然决定留下来，接手父亲承

包的 100 余亩土地。

三家镇大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丰

富的文化底蕴，在川南地区久负盛名，并且

土城村位于琼江河畔，地势平坦，土壤肥

沃，非常适合水稻生长。于是，旷世力决定

发展水稻种植。但由于缺乏经验，而且稻

谷收割后没有足够的晾晒场地，三家镇党

委、政府在得知情况后，积极协调学校、粮

站的场地，解决了旷世力的燃眉之急。

2013 年，在三家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旷世力成功创办了四川省第一家家

庭种植农场，引进川香优 6203 良种水稻，请

来市农业局和区农业局的专家进行技术指

导，开始采用机械化种植、太阳能物理驱虫

等现代化种植方式，并创建了绍兵三家大

米品牌，带动附近 25 户农户种植水稻 60 余

亩，所产大米以高于市场 20%的价格回收，

户均增收 460 元。同时，三家镇党委、政府

积极将旷世力的成功经验在全镇推广，全

镇川香优 6203 良种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8000
余亩。

2018 年，三家镇狠抓“三家大米”品牌

打造，着力将旷世力家庭种植农场作为主

要试点基地，多次进行现场考察，并提出发

展稻田养殖的思路。经三家镇推荐，旷世

力参加了四川省就业局组织的返乡农民工

成功创业者培训，学习了稻田套养技术。

回村后，旷世力立即着手发动村上年轻成

功人士，开始了 50 余亩的青蛙、小龙虾稻

田套养试点，年底实现青蛙养殖收入 68 万

余元、小龙虾养殖收入 70 余万元。

从在外打工到回家创业，旷世力认识

到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关

心和培养，遂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

烈意愿，积极主动学习党的有关知识，不断

提高自身思想觉悟。2018 年，旷世力通过

组织考察，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下一步，旷

世力表示，将发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创业，毫

无保留地将先进的管理模式、现代化的种

植养殖技术传授给他们，切实解决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问题，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带领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小记安居区三家镇土城村返乡农民工旷世力

防控小知识

防艾小知识

开栏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安居老乡走向全国，他们通过多年打拼，为安居赢得了荣誉。建设“全省特色工业
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是全体安居儿女的共同心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安居籍优秀农
民工返乡创业，为安居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吸引更多优秀农民工回乡发展，区委、区政府多措并举，帮助农民工返乡
创业。在政府的鼓励下，在农民工自身的努力下，一大批返乡农民工在家乡创业发展，取得了可人的成绩。从今天起，本
报特推出《优秀返乡农民工系列报道》栏目，敬请关注。

艾滋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

民身体健康的新的传染病，是 80 年代初从非洲绿猴

传染给人类的，该病毒进入人体后主要破坏人的免

疫系统，使人失去免疫力，最后导致各种难以治愈

的细菌、病毒、原虫感染和恶性肿瘤而失去生命。

目前没有有效疫苗预防,也没有根治它的药物,一旦

感染,100%的发病死亡。

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呢？

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

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物中。艾

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条，一是血液途径传播,通过血

液传播的途径很多，如输血、共用注射器（共用注射

器吸毒、医疗注射）、医疗器械、针灸、刮痧、纹身、拔

牙、理发等均能引起艾滋病的传播；二是性接触传

播, 性接触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可通过

男女之间、男性同性恋之间的性接触传播；三是母

婴传播,母婴传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胎

盘直接传播、二是分娩传播、三是生后母乳喂养传

播。

艾滋病的危害有哪些？

对患者自身的危害：目前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

控的慢性病。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因未及时诊

治、病毒耐药或药物的副作用等而死亡或致残。同

时由于社会对感染者的歧视，也常给感染者带来沉

重的精神压力。

对 家 庭 及 社 会 的 危 害 ：虽 然 我 国 早 已 实 施 对

HIV 感染者“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晚期并发症的治

疗仍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

会问题。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非洲猪瘟是什么样的疫病？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

烈 性 、高 度 接 触 性 传 染 病, 严 重 危 害 着 全 球 养 猪

业。我国将非洲猪瘟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烈性外

来 疫 病 ，其 强 毒 力 毒 株 对 生 猪 致 病 率 高 ，致 死 率

100%。

非洲猪瘟会感染人吗？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猪是非洲猪瘟病毒

唯一的自然宿主, 除家猪和野猪外, 其它动物不感

染该病毒。虽然对猪有致命危险，但对人却没有危

害，属于典型的传猪不传人型病毒。

养殖户该如何防控非洲猪瘟？

防控非洲猪瘟，重点是做好猪群饲养管理，做到

“五要四不要”。“五要”：一要减少场外人员和车辆

进入猪场；二要对人员和车辆入场前彻底消毒；三

要对猪群实施全进全出饲养管理；四要对新引进生

猪实施隔离；五要按规定申报检疫。“四不要”：不要

使用餐馆、食堂的泔水或餐余垃圾喂猪；不要散放

饲养，避免家猪与野猪接触；不要从疫区调运生猪；

不要对出现的可疑病例隐瞒不报。

发生了疑似非洲猪瘟应该怎么办？

养殖户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时，应立即隔离

猪群，限制猪群移动，并立即通知当地村级防疫员

或当地兽医机构，同时要做好消毒工作，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移动监管。村级防疫员要加强疫情排查，

早期识别感染，一旦发现疑似疫情，应协助养殖户

隔离猪群，限制移动，并加强消毒，及时上报。屠宰

场官方兽医要重点排查淋巴结等器官组织的症状，

发现有类似猪瘟症状的，要采取隔离消毒措施，并

按要求采集抗凝血、扁桃体、肾脏、淋巴结等样品送

检。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优秀返乡农民工系列报道

演练现场

上半年

安居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率为92.3%

上半年，安居区坚持以掌握全区环

境状况为基础，以保护现有环境为前提，

以污染源治理为重点，以生态建设项目

解决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为手段，以改善

城乡环境质量为目的，1 月-6 月，全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率为 92.3%，比去年同期

上升了 11.7%。图为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的安居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摄

防 减灾

横山镇

党建引领促致富
党员带头兴产业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美丽乡村的

过程中，横山镇以产业为依托、以党组织

为龙头、以党员为骨干，将党建与产业发

展融合，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以产业

带领群众走致富之路。

时下正是藤椒采摘时节，在横山镇石

山村的藤椒基地里，横山镇党委书记朱岩

和正在采摘藤椒的村民聊起了天，一方面

深入了解村里产业发展和村两委工作的

情况，另一方面也鼓励群众积极投身美丽

乡村建设中。2018 年，石山村采取“农户+
合作社+公司”的方式，村两委班子和支部

党员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农

户将闲置土地流转发展藤椒种植。目前，

该村藤椒种植规模已达 260 亩。

同样在打鼓村莲藕种植基地，朱岩叮

嘱该村支部书记祁华荣要为农业公司提

供必要帮助、助推产业发展，并和莲藕种

植基地负责人一起查看了莲藕长势。四

川博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入驻横山镇

以来，已流转该镇土地种植莲藕 4000 余

亩，发展种养结合藕虾、藕鱼、藕泥鳅 2000
余亩，不仅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还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横山镇以“党建+扶贫”作为

推动发展的“双翼”，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完善扶贫项目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目

标导向，激发了农村党员干事创业激情。

截至目前，横山镇新建产业基地 10 个，其

中莲藕产业 6000 亩、藤椒产业 1000 亩、香

桂产业 1000 亩，实现了党建与脱贫攻坚的

深度融合。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