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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
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因此，我
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
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
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
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试电
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
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
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拽
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
触电;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
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
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触

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
直接救人;年龄小的同学遇到这种情
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
理，以防触电。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
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泡等简单
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并在家长的
指导下进行。

7、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

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应立即关
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8、睡觉前或离家时切断电器
电源。

9、不要捡断落的电线。

安全小常识

中小学生暑假用电安全小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丽莎） 为进一
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化营商环
境，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高
效，7月10日，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
在平坝区召开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现场推进会。

推进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建议各
县区局、各相关部门加强沟通交流，
相互学习启发，找准适合本地实际的
有效方法，实现全市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3个工作日内的目标任务。对于
试点县区，则可以在确保工作质量的
前提下，进一步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2个工作日内。

本次推进会加深了与会人员对
相关政策、方案等的理解，增强了各
县区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的意识，对
提升业务水平、推进“注册登记便利
化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具有重要意义。

市市场监管局：

力争实现全市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3个工作日内

近日，记者在普定县青少年活动中

心入口大厅处看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

题背景的底板已镶嵌在墙上，工人们正

忙于各自手中的装饰工作。

“目前，普定县文明实践中心以普

定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为载体，正在紧锣

密鼓的建设当中，从组织架构的搭建到

场地的建设都在同步进行。”普定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普定县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服务总队办公室副主任岳鑫说道，预

计中心7月底完成试点打造，8月后即

可全面推广工作。

据悉，普定县文明实践中心成立于

今年6月，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

面积2200平方米，依托集绿化、美化、

亮化为一体的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而建，

场地宽广、交通便利、人流量大，与县体

育场紧密相连，内设道德讲堂、书法室、

绘画室、棋室、音乐室、开心屋、宣讲室、

调解室、网络阅读室、科技室、舞蹈室等

多个功能室。

在普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建设中，首先是试点打造，完成县、乡、

村三级实践中心（所、站）试点阵地建设

和网络平台建设，提升项目质量，优化

服务方式，满足群众需求，实现文明实

践活动在线联动、在线点单、在线派

单。其次是全面推广，对新时代文明实

践试点工作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总

结经验、固化成果，完善工作机制、延伸

活动内容，推广实现全县乡镇（街道）、

行政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

设全覆盖。

“文明实践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精

神文明建设的互通平台，通过志愿者服

务形式，把党的政策、科学理论、文化生

活等内容通过点单、派单的形式传播到

广大群众中去，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

明生活。”说起实践中心的搭建，岳鑫告

诉记者，实践中心的建设，目的是为了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提供坚实保障，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

点在于“服务群众”。

普定县文明实践中心是以“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为主线，以“活力普定·志

愿前行”为主题，以学习实践科学理论、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传递好声音、培育

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

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为工作内容，以志

愿服务的形式全域推进，打通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建立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派单式”“点单式”双

向运行工作机制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的引导机制；整合人员队伍、资

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推动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改

革创新，实现更富活力、更有成效、更可

持续发展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基层

综合平台。

实践中心围绕“一个目标”“三级体

系”“五大平台”，结合县域资源实际，组

建了理论宣传、素质提升、文化文艺、发

展驱动、健身体育、生态保护、法律保

障、德行引领、关心关爱九支政治过硬、

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固定

志愿服务实践队伍，围绕“送政策、点亮

助农惠民灯，送教育、点亮心灵智慧灯，

送科技、点亮产业致富灯，送服务、点亮

和谐友爱灯，送文化、点亮精神自信灯”

“五送五点”文明实践，为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提供坚实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文明实

践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和群众基础。

据介绍，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伍作为实践中心的基础，普定县统筹建

立文明实践人才库，构建上下贯通、供

需对接的文明实践队伍，组建县、乡、村

三级志愿服务队。首先是县级成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主要

由各单位（部门）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

员、教师、农技工作者、法律工作者、退

休职工、“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文艺文化工作者等组成，根据文

明实践需求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发布志愿服务项目，统一“派

单”。其次是乡镇（街道）建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大队,由

辖区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农

技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文艺文化工作

者等人员组成。大队在完成县志愿服

务总队发布任务的基础上，主动发布志

愿服务项目，收集基层群众需求“派

单”。再次是行政村（社区）建立志愿服

务小分队,由辖区党员干部、农村乡贤

人士、返乡大学生、致富带头人、民间艺

人、文艺爱好者、“五老”人员等组成，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同时，结合实

际，向上一级志愿服务组织“点单”。

目前，普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阵地正在打造中，装修工程已完成

40%。拟选穿洞办玉秀社区、马官镇天

兴村作为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示范

点打造。鑫旺社区、玉秀社区、天兴村、

马官镇示范点已制定《方案》，站、所场

地建设已经启动。

普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

的搭建，将助推普定转型升级、加速发

展，号召全县人民树立“无悔奉献新时

代，志愿服务我先行”理念，掀起全县践

行文明热潮，提升全县市民文明素养，

让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近日，
由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主办
的贵州省2019年国家助学贷款“图说
诚信传统美德·台演诚信当下故事”
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决赛在黔南民族
师范学院举行，安顺职业技术学院选
送的《茶缘》荣获二等奖，这是该院在
历届资助育人活动中取得的最好
成绩。

据悉，参加本次决赛的学院有贵
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安顺职业技
术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20所高
校，这些学校都是经过前期预选赛，
从全省53所参演高校中选拔脱颖而
出的。决赛中，20支参赛队伍大显身

手，充分展示了各个高校的综合实力
以及诚信教育取得的成绩。安顺职
业技术学院作品《茶缘》讲述了来自
黄果树风景区者斗村的学生郑昕杰
通过学习茶叶专业，回到家乡后带领
村民种茶致富，并将安顺绿茶外销到
全国各地，故事体现了老师对郑昕杰
的教育和他诚信做人、诚信做事、敢
于担当的当代优秀青年形象。

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诚信教育
台演比赛，是一个深挖诚信教育的平
台，通过故事展演的方式，将诚信做
人、诚信做事的理念根植学生心间，
挖掘育人典型，推动诚信校园、诚信
社会的建设。

安顺职院获贵州省
国家助学贷款诚信教育台演二等奖

本报讯（赵蓉 记 者 吴学思）
近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第六批专家
巡讲团到西秀区人民医院开展学术
讲座。西秀区人民医院各科室相关
医护人员150余人聆听讲座。

讲座中，青岛大学附属医院3位
专家，分别作题为《开腹、腹腔镜、机
器人》、《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和《如何
做好科室管理》的专题讲座。讲座深
入浅出、幽默风趣，为西秀区人民医
院医务人员分享了高效的管理理念

和先进的手术模式，并耐心解答了与
会医务人员提出的困惑。

据悉，2017年5月至今，在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的全力帮扶下，西秀区
人民医院在学科建设、业务发展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次学术讲
座的开展，进一步拓展了西秀区人民
医院医务人员的视野，为全院在提升
人力资源管理、精细化管理、学科建
设水平和拓展业务范围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巡讲团
到西秀区人民医院“传经送宝”

普定：

让新时代文明之花在实践中绽放
□本报记者 鲁开伟

参军报国尽义务，热血青春竞风流

“从军入伍无限光荣，为国为家
建功立业”征兵工作现已开始，截止
时间为8月5日，欢迎广大适龄青年
报名参军！应征报名请扫码下载征
兵APP报名或者登录“全国征兵网”
（http://www.gfbzb.gov.cn/） ，
参军热线0851-35732256。

安顺市征兵办

盛夏时节，走进黄果树旅游区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幸福社区，一

幢幢崭新的楼房，一片片青绿的植被，

一声声热情的问候，一张张喜悦的笑

颜，无不充斥着幸福的味道。

“原来在老家住的房子是‘天来天

点灯，风来风扫地’，我是做梦都没有

想过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

的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提起新

房子、新生活、新环境，来自黄果树镇

盔林甲村的鲁志坤一边连连感叹，一

边邀请记者到他新家坐坐。

来到鲁志坤的家里，140平方米的

新房格外敞亮，60英寸的智能电视、全

自动的电火炉、电冰箱、洗衣机……这

一应俱全的家具家电和雪白墙面上挂

着的新旧房子的对比照，正是他开启

幸福生活最有力的佐证。他告诉记

者，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想起现在的生

活，心里满是感激。

“我现在白天在社区工作，晚上

回到村里养蜂，生活是过得有滋有

味！”刚搬到幸福小区时，鲁志坤不再

务农，他寻思着自己父辈有养蜂的技

术，想依托黄果树旅游区的旅游优

势，发展蜂蜜产业。可碍于空有想

法，却无发展的资金。正在他一筹莫

展之际，社区干部的政策宣传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

“多亏了社区干部的政策宣传和

服务指导，我才能成功贷3万元的特惠

贷，发展了60箱蜜蜂。今年预计毛收

入能达到8万元！”如今，鲁志坤担任社

区副主任，服务搬迁群众，每月有1800

元的收入，同时他还鼓励其他的搬迁

群众参与进来，同发展，同致富。

在幸福社区，与鲁志坤一样的还

有来自黄果树镇、白水镇、龙宫镇的精

准贫困户73户319人，通过易地扶贫

搬迁，让他们真正告别昔日的“穷窝

窝”，迎来了崭新的幸福生活。

在就学方面，搬迁群众子女同步

转入安置点附近的安庄小学、黄果树

小学和思源实验学校、黄果树民族中

学就读，安置点搬迁户适龄子女入学

入园率达100%；在就医方面，安置点

附近有两个村卫生室，距离约800米左

右，能够满足搬迁对象就医需求；在就

业方面，社区通过组织就业创业专场

招聘会活动、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

搬迁点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不仅要让搬迁群众的生活有新气

象，还要让搬迁群众的思想跟得上。

在幸福社区没有“几栋几单元”

的称呼，每一栋楼以“友善、幸福、爱

国、感恩、和谐、文明、团结、奉献”来

命名。在居民楼的墙体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贵州精神”醒

目非常。

“社区充分利用公益主题文化广

场、小区围墙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新时代贵州精神、公民道德建设

纲，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小

区，旨在让小区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社会正能量的熏陶，感恩新时代，奋

进新时代。在2018年，社区还荣获‘全

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小区’创

建评选二等奖。”黄果树镇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段冲冲向记者介绍到。

幸福社区党建环境氛围的“硬件”

相当优越，在“软件”工作上，社区党支

部也不含糊。“今年4月，幸福社区正式

成立党支部，我们考虑到搬迁群众来

自不同的乡镇，大家彼此不熟悉，党支

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破冰’

活动。社区党支部以‘感恩宴’的形式

组织搬迁群众一起吃团圆饭，有的家

里出菜，有的家里帮忙，让家家户户都

参与进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同时告

知搬迁群众，社区党支部已经成立，党

组织在这里，党员干部在这里，有事情

找我们，我们来解决！”段冲冲说道。

在消除搬迁群众的“隔膜”后，社

区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坚持以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这个中心，利用新时

代农民(市民)讲习所，广泛开展感恩教

育、政策宣讲主题讲习活动，教育引导

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同时，

通过以党日活动为载体，将好思路、好

机制、好作风这些党组织优势转化为

脱贫攻坚优势，为社区实现同步小康

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党建工作步入正轨后，我们又

考虑到搬迁群众绝大部分是少数民

族，应当因地制宜，以‘党建+民族文

化’为目标，传承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段冲冲告诉记者，幸福社区由党支部

引领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成立社

区文化文艺活动队，几乎每天都会在

广场上组织文艺表演，丰富群众的文

娱生活；同时，社区还成立工匠传习

点，依托黄果树景区优质的旅游资源，

鼓励搬迁群众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

制作蜡染、刺绣、摆件、装裱画等手工

艺品，不仅能够发扬传承民族文化，还

能增加群众收入。

黄果树旅游区：

幸福社区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高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