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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王琛 摄影报道）近期，区卫
健局在全区卫健系统开展安全生
产系列活动，通过警示教育培训、
隐患排查治理等方式，进一步增强
各医疗单位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医
务人员的安全素养，切实消除安全
隐患，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为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区卫健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辖区49家各类医院安全生
产分管负责人，举办了一场内容丰
富的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活动，
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宣
传教育培训力度，提升安全监管和
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卫生健康系统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通过观看火
灾事故警示视频，区消防救援大队
的专家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单
位所暴露出的风险认识不足、防范
设施不达标、人员培训不到位三大
问题进行点评分析，警示各医疗机
构一方面要提前研判风险，夯实安
全管理基础，进行有效安全防范；
另一方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防
范未知风险，加强全员安全教育，
增强应急处置的能力和底气，确保
在突发事件面前，冷静处理，最大
限度将损失降到最低。通过开展
安全警示教育活动，让卫健系统各
单位认识到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人人必须牢固树立“防
范胜于救灾”的思想，努力提高安
全生产意识，清理麻痹、松懈、侥幸

心理，把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才能有效遏制和防范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为进一步夯实各医疗机构安
全生产基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区卫健局组织
卫健系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通过现场督导、实
地察看、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医疗
卫生机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消防

管理、药品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等
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方位无死角，严防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对
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建立问题清
单、责任清单、销号清单，定准对策
措施，倒排时间表，抓紧整改落
实。此外，区卫健局要求各医疗机
构突出消防安全、危险化学品、电
气设备等安全管理，紧盯风险隐患

突出的重点部位，抓住完善和落实
责任制这一关键环节，在抓落实上
狠下功夫，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
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医
疗机构要进一步梳理安全生产薄
弱环节和隐患问题，认真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长效开展隐
患治理工作，堵住单位内存在的隐
患漏洞，坚持标本兼治，提高安全
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邢莉）近日，我区启动2020年度城乡
低保家庭本科新生入学救助工作。芝罘
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参加当年全国普
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山东省教育考
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的全
日制本科教育大学新生可申请一次性新
生入学救助。

我区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低保家
庭本科新生救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低
保家庭本科新生，可获得不低于4000元
救助金，且整个就读期间每年都可以申
请救助。低保家庭的大学新生可持录取
通知书等相关资料，到街道社会救助窗
口申请办理。

低保家庭本科新生
可申请救助金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王琳）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局党员干部、退役
军人代表、“双报到”单位党员齐聚一堂，
重温入党誓词、朗诵经典、诵读党章、聆
听党课。

温誓词，读党章，忆初心，在规定动
作中筑牢信仰之基。20余名党员在党旗
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宣誓时的庄严承
诺和坚定决心；诵读党章，进一步牢记共
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切实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
本色。

讲党课，学党史，观红片，在思想淬
炼中注入红色基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孟磊带来了一堂入心入脑的廉
政党课——《忆红船初心·观廉政初心》；
通过观看公益片《战“疫”一线党旗红》，
让大家回顾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中华儿女携手抗“疫”的感人故事。

诵美文，讲初心，话发展，在朗诵演
讲比赛中厚植爱国情怀。12名“亮剑韶
华”先锋队员、9名退役军人代表参加了
朗诵演讲比赛，各位选手感情饱满、真
挚，诵读形式多样，让人激情澎湃、耳目
一新。经过激烈逐，先锋队员曹林荣获
一等奖。他说：“作为‘亮剑韶华’青年
先锋队的一员，深深感受到党组织的影
响力，今后将继续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光添彩。”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主题党日忆初心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宋晓菲）今年上半年，全区
民政系统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扎实有力开展
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持
续深化“民政为民、民政爱民”服务
理念，增强服务本领，改善服务方
式，提高服务效能，在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创建、社会组织创益园等重点工作
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精准有
力。发放各类低保金、救助金1130
万元。全面落实残疾人保障政策，
发放补贴376.92万元。发放困境
儿童和孤儿基本生活费 13.34 万
元 。 发 放 经 济 困 难 老 人 补 贴
65.786万元。梳理民政领域社会

救助政策，为困难群众发放明白
纸，织密扎牢兜底保障安全网。

重点工作攻坚突破。稳妥推
进芝罘区社会救助审批权限委托
下放，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效能。新
建1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已
完成硬件设施建设的60%，超额完
成二季度目标。建成市民社区食
堂 13 处，累计服务市民 40 万人
次，其中老年人12万人次。新确
定毓西、海云台、杜家3处社区食
堂选址，进行500平方米以上规模
化食堂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好更丰
富的服务。稳步推进全国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推动社
区工作者三岗十八级薪酬体系落
地落实，5个社区工作法被评为省
级优秀社区工作法。烟台芝罘社
会组织创益园正式启动并投入使

用，首批 13 家社会组织成功入
驻。完成市级公益性墓地项目选
址测绘、规划备案，并进行可行性
论证。

民政领域疫情防控有力有
序。提请区政府先后6次召开民
政领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组织
80余次拉网式排查检查和重点察
访，全系统近200名干部职工，对
福利院及全区33处养老机构，实
施50多天的全封闭管理，统筹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恢复服务秩
序工作。严密做好婚姻登记机
关、殡葬服务机构等窗口单位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各类机构安全
平稳运行。广泛发动各界捐款捐
物，累计募集款物 288.4 万元。1
名同志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第一
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担当

作为标兵”荣誉称号；3名同志被
区委、区政府授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担当作为标兵”荣誉称
号；5名同志被评为“芝罘区巾帼
建功杰出代表”。

下步，区民政局将继续围绕
“争一流”的工作要求，对照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重点工
作，对照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逐条逐项进行梳理，加快实施
进度，加大推进力度，在社会救助
审批下放工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创建工作、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殡葬服务改革发展等方面不断
发力，奋力推进各项工作走前列、
争一流、创品牌，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特别是民政服务对象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我区稳步织密“民生保障网”
民政领域重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卫健系统开展安全生产系列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清卫）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
精神，展示芝罘辖区广大群众良好精神
风貌和强健体质，强化健康、活力、快乐
的生活理念，我区将于8月8日举办“大
美芝罘·健康芝罘·活力芝罘”仙境海岸

“线上+线下”健康跑活动，助力群众身体
素质和身心健康得到改善和提高，达到

“跑出健康、跑出快乐”的目的。
活动由区体育运动服务中心、区体

育总会主办，各街道园区、区老年体协承
办。健康跑线路设在滨海广场至烟台山
公园海岸沿线，使体育赛事活动与芝罘
自然、历史、人文资源深度融合，促进体
育、文化、旅游协调绿色发展。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为
防止参与人员聚集，本次健康跑采取线
上报名、线下分散起跑、分散领奖的方式
进行。具体参赛方式可登录芝罘区体育
官方公众号“芝罘健身在线”查看。为鼓
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本
次活动为免费报名，完赛即可在终点处
领取奖品一份。

我区举办仙境海岸
“线上+线下”健康跑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孟超）连日来，区住建局以
城市危旧房屋、建筑工地两个方面
为重点，采取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做好防汛应急准备等多项措施，严
防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区属建设领
域防汛工作落实到位，保证建筑工
地生产安全以及居民、施工人员人
身财产安全。

全面部署统筹安排，建立应急
防汛工作制度。区住建局完善了
《芝罘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防汛应
急预案》，建立了由主要负责人牵
头、分管负责人负责、各班子成员
参与的防汛工作体系，秉承“以人
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把最大限
度减少事故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
务，加大隐患排查和消除力度，努
力将事故控制在萌芽状态，全面降

低事故风险，确保建筑领域安全度
汛。召集全局精兵强将成立应急
防汛队伍，进一步强化24小时科级
领导带班值班制度，要求全局干部
职工保持通讯畅通，一旦发生汛
情，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到位，
充分准备，科学救援。做好各项应
急准备工作，为随时应对防汛安全
突发事故提供有力支撑。

明确分工建立体系，维护城市
危旧房屋安全。针对我区前期排
查鉴定的城市危旧房屋防汛工作，
区住建局全面实行领导带队排查
制度，由该局各班子成员分包街道
园区，靠在一线，督导各街道全面
做好危旧房屋汛期防护工作。一
方面，要求各街道园区充分发挥分
包负责人—社区主任—网格员—
楼片长的网格监管作用，对全区老

旧房屋特别是涝洼地带的房屋实
时督导，做好汛期危房风险提示工
作，实行全区层面危旧房屋横到
边、竖到底的全方位管控。另一方
面，对危房影响较大的现场，由该
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现场督导，
劝导群众及时撤离，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组织工作人员对毓璜
顶街道、通伸街道等重点区域进行
巡查，持续督导各街道园区，做好
危旧房屋实时监督工作，根据房屋
危险程度统筹解危工作时序，并与
规划、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配合
联动，实行危旧房屋常态化、网格
化巡查和大排查相结合的监管模
式，防患于未然。

朝督暮责、曲突徙薪，平稳保
障建筑工地度汛。目前，我区负责
监管建筑施工项目共计47个。区

住建局已全面启动建筑工地汛期
专项应急预案，要求各施工企业加
强施工现场防灾保护，认真排查施
工现场隐患，对办公区、生活区等
点位进行加固，做好防汛各重大危
险源的预防工作。同时，要求各建
筑项目施工单位进一步完善应对
预案，加强培训和演练，切实检验
应急联动机制的有效性、应急预案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旦出现
汛情，通知各建筑项目全部停工，
建筑工人全部撤场，严禁出现因赶
工期而强行施工的现象。建立汛
期值班制度，要求施工单位明确领
导24小时在岗带班制度，一旦发生
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区住建局，并
采取应对措施，确保能及时应对恶
劣天气对施工现场造成的损失以
及人身伤害。

启动应急预案 实时监督危房
区住建局加强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全区建设领域平稳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