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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原诗

杰 通讯员/简颍虹 摄影报

道）火灾模拟逃生、讲解应急

救援知识、多部门联动设置

宣传摊位……6月17日，狮

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举行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

万里行”咨询演练活动，增强

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提

升其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

当天上午，在狮山镇芦

塘长富都市创意产业园内，

罗村安监办联合芦塘社区

组织产业园内企业员工开

展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演

练。演练前工作人员先作

讲解培训，随后，模拟办公

大楼突发火灾，开展疏散人

员、清点人员

的过程。

演练结束

后，佛山市南

海区曙光职业

培训学校培训

教师陈文生结

合实操，为企

业员工讲解了

多方面的应急

救援知识，包括触电急救心

肺复苏的方法、有限空间作

业的安全措施、高空作业操

作规范等。

“开展演练和结合实操

讲解相关应急救援知识，让

安全教育更入脑、入心。”佛

山市益家兴纺织有限公司

跟单员范良英表示，在日常

工作中会更重视安全生产，

自觉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

惯，增强防范意识，提高事故

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6月是全国第19个

“安全生产月”，以“消除事故

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

题。当天的活动也是狮山镇

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的一个

分会场。在活动现场，罗村

安监办、卫计办、消防办、派

出所、人社办、司法所等相关

职能部门设置了宣传摊位，

围绕安全生产知识、法律法

规、社会保障、卫生防疫等

多方面进行宣传。

“大家要时刻把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增强安全意

识消除隐患事故，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狮山镇芦塘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叶

炳泉表示，希望在狮山镇

委、镇政府的领导下，社区

和全体企业主形成合力，营

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也

希望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

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不断提

高广大企业主和员工的安

全生产意识，在社会大力营

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浓

厚氛围。

“安全生产无小事，是

一项长期艰巨的民生工

程。”狮山镇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欧建开表示，

加强安全风险管理，安监局

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专项

排查以及综合检查等工作，

更通过多部门联动开展监

督检查工作，不断创新突破

隐患管理机制，才能确保生

产安全可控。安监部门以

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举

办一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和培训活动，切实提升企

业和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和防范抵御风险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黄淳斐）6月19日，狮山罗村

河长办联合狮山孝德家义工服务

队，再一次去往罗村片区的河涌

边，开展河长制宣传活动。

现场，狮山孝德家义工服务队

的亲子志愿者一边清理河边的垃

圾，一边向路过的市民派发“大家

一起来治水”主题宣传折页和宣传

环保袋，介绍狮山河长制的背景、

意义以及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等，

并在公告栏张贴印有“河长护家园

碧水映蓝天”等标语的河长制宣传

海报，号召居民增强河湖保护意

识，助力改善狮山水环境。

“这是我们第三次开展河长制

宣传活动。”狮山孝德家义工服务

队队长陈韶英说，服务队每周六常

态化开展巡河护河行动，包括拾捡

垃圾、检查附近工厂是否偷排污水

等。近日更是将河长制宣传活动

与常态化巡河结合起来，也是希望

将河长制理念传播给更多人，让大

家一起关爱河湖健康、共同监督河

长制工作。

除了联合孝德家义工服务队

开展服务，近日，罗村河长办还联

合了罗村社会管理处多个社区开

展河长制宣传活动。6月16日，罗

村河长办联合罗湖社区在长信银

湾小区开展宣传活动。

“河涌治理不单单是政府行

为，更需要你我他一起参与。”狮山

镇罗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罗村涌村级河长黄黎意表示，

将河长制宣传活动带入小区，可以

让更多群众了解河长制，提升水环

境保护意识。接下来，罗湖社区将

尝试把更多的社区活动与水环境

保护、河长制等内容结合起来，宣

传扩大影响力。

“在近期的河长制宣传活动

中，我们已张贴了河长制宣传海报

206张，设置展架18个，派发宣传

折页2120张、宣传环保袋720个。”

罗村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岑钜伟表

示，希望借此激发广大群众水环境

保护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发动群众

共同治理河涌，为河长制工作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全民治水。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黄永灿 摄影报道）“报

告指挥组，在孝德湖南广场

200米发现溺水者。”“立即启动

应急救援工作预案。”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两名救生员迅速穿

戴救生衣跳进湖中救援，后勤组

成员迅速抬起担架赶赴现场，在

医疗组的协同下，对上岸溺水者

开展抢救……

6月23日上午，在狮山镇国

土城建和水务局(城建)罗村工作

办公室(市政)（简称“罗村市政”）

的统一部署下，一场水上救援应

急演练在孝德湖公园上演。

此次演练紧扣孝德湖公园

水体情况，模拟了游客不慎失

足落水情景。接到巡查保安求

救后，孝德湖公园指挥组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救援组人员跑

向最近的应急物资备存放点，

使用救生圈、救生衣、救生绳将

落水“游客”拖拉上岸；后勤组

同时把担架搬到现场，合力把

溺水者抬到平坦地方进行抢

救，并在抢救点周边拉起临时

警戒线；早已在旁等候的医护

组人员争分夺秒为伤员进行人

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通讯联络组同时拨打120请求

援助……本次演练用时约15分

钟，行动迅速有效，四组成员分

工明确，互相配合，迅速、有序

地完成演练任务。

实战演习结束后，参演人

员和观摩人员对其进行了点评

分析。罗村市政工作人员李晨

丹表示，孝德湖公园安保人员

要始终坚持把开展应急演练工

作常态化、规范化，完善园内各

项救援设施，工作人员要不断

提升救援能力。

孝德湖自2013年开放以来，

一直是狮山罗村市民和游客夏季

的避暑胜地，每天近过千名市民

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是罗村社会

管理处重要的公共场所。为加强

孝德湖公园水体安全管理工作，

不断提升公园安保人员水上救援

队伍水平、应急处理能力，罗村市

政每年要求孝德湖外包服务公司

开展水上救援应急演练。下一

步，该部门将组织开展路灯抢险、

环卫绿化、道路水浸等不同情况

的应急演练，旨在提高一线工人

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

力，强化外包服务企业的安全应

急管理工作。通过正确及时的应

急处置和应急救援，降低事故影

响，减少意外损失。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

讯员/宣游敏 摄影报道）6月26日

是国际禁毒日，为增强青少年抵御

毒品危害的意识和能力，狮山镇罗

村社会管理处近日在罗村中心小

学举行第33个国际禁毒日启动仪

式，吹响“无毒校园，放飞理想”的

号角。近100人参与活动。

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冼汉明在仪式上首先对狮

山罗村推动“无毒社区”、“无毒校

园”的建设作出肯定。近年来，狮

山罗村一方面严厉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开展远离

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通过建立罗

村启明星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和实

施“启明未来星耀社区”计划，组建

了多支禁毒志愿者服务队，进行了

不同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会上对15支新成立的学校禁

毒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并向70名

中小学生（小学、初中各35人）颁发

手抄报比赛奖状。随后由平安南

海大巡讲讲师、罗村派出所民警肖

跃斌为学生带来别开生面的禁毒

教育课。

早在今年4月，罗村社会管理

处组织15所中小学开展“无毒校

园、放飞理想”禁毒手抄报比赛，得

到各中小学的积极响应，共300名

学生参加比赛。同时，为了推进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狮山罗村

推出“启明未来星耀社区”计划，今

年在各社区成立禁毒志愿者队伍的

基础上，再新增成立15支学校禁毒

志愿者队伍，合计110名禁毒志愿者

在学校、家庭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通过成立禁毒志愿者队伍和

对其开展培训，实现社区—学校—

家庭禁毒志愿者全覆盖，逐步把禁

毒宣传渗透至社会全方位。”罗村

综治办副主任周丽华说。

近年来，狮山罗村引进专业社

工机构，开展“双联系”引领社区戒

毒康复行动，并打造禁毒教育基

地、开展巡回演讲。目前已为150

名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建档立册并

持续每月跟进情况，组织开展“进

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娱乐场

所”禁毒宣传活动共202场，普及

群众合计14942人次。同时，罗村

启明星驿站作为禁毒宣传教育基

地，今年开放以来，共吸引了过百

名群众和20多个家庭预约参访。

罗村河长办联合多方开展河长制宣传活动

清理河边垃圾
呼吁全民治水

罗村新增15支
学校禁毒志愿队
实现社区—学校—家庭禁毒志愿者全覆盖，全方位开展

禁毒宣教

罗村市政在孝德湖公园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游客“落水”多方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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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开展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医护组人员立即对伤员进行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罗村河长办联合罗湖社区开展河长制宣传活动。 通讯员供图

■为学校禁毒志愿者队伍授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