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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妇双腿被卡收割机
12 名消防员紧急相救
10 月 7 日下午 5 时许，三 卡在玉米收割机前侧连带的剥
门峡市陕州区张茅乡某村妇双 皮机内。 到场的医护人员已经
腿被卡收割机， 陕州区消防员 进行现场急救处理。 根据情况，
闻警即动，争分夺秒，成功将该 消防员果断决定利用电动扩张
妇女的双腿从收割机制动卡点 器“V”字形尖，由浅到深伸进
拔出。
剥皮机的缝隙间， 将被困双腿
当日下午， 该妇女在使用 的卡点逐步向两侧扩张， 一点
收割机收割玉米时， 突然双腿 点扩大救援空间。 按照施救方
被卡在该机械制动部位， 无法 案，困者强忍着疼痛，积极配合
脱身，便拨打救助电话。
消防员进行扩张操作。
陕州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经过 10 分钟左右，在消防
后， 迅速出动两辆消防车、12 员 和 现 场 人 员 的 协 助 下 ， 被
名消防员赶往现场处置。
“咬”村妇双腿的卡点最终“松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经侦 口”，双腿被成功拔出后，移交
查发现困者双腿的小腿部位被 现场医护人员进行进 一 步 处

理。
收获季节， 农机伤人事故
频繁发生。 在此提醒大家，农机
具进入运行作业时应提前检修
维护， 确保机车安全保护装置
完好有效， 农机手要持证上岗
规范操作； 机械运行期间其他
人员尽量远离机械， 必要时应
及时与司机联系， 机车停止运
行或缓行， 确保安全后方可靠
近进行人工操作； 使用小型农
机具时应注意排查处置电力、
动力设备隐患， 严禁农机具带
病运行，农户冒险作业，预防安
全事故再次发生。 张平乐 张强

日前， 三门峡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全民健身骑
行体验组”一行，早早来到
黄河公园东门广场，为“体
彩·环中原 2018 自行车公
开赛 （三门峡站） 暨 2018
三门峡黄河公园专业赛道
自行车赛”做准备。
骑行活动中， 大家发
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永
争第一、不甘落后的精神，
激烈程度不亚于专业骑
手。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
认为， 今后一定积极踊跃
参加类似活动， 尽一己之
力为“五彩三门峡 魅力中
国城”作出“人防人”应有
的贡献。
赵万林 摄影报道

陕州区——
—

落实安保措施
日前，陕州区委常委、副区
长郭云杰在区公安局副局长李
冰峰等陪同下， 先后看望执勤
的消防员、公安民警，并深入医
院、 超市和景区等人员密集场
所，检查指导安保工作。
在陕州区消防大队， 郭云
杰看望了执勤的消防员、 消防
文员。 他还实地查看了现有执
勤车辆装备和随车器材 的 配
置、功能以及用途，查看营区蔬
菜园秋冬蔬菜长势情况及管理
措施。

确保消防安全

在陕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郭云杰在公安、 消防部门负责
人陪同下， 查看了消防控制室
人员在岗在位和持证 上 岗 情
况，测试自动报警、灭火系统的
运行情况。
当天， 郭云杰还详细了解
了翡翠丽池温泉养生服务中心
在节日期间的安保工作， 要求
该场所负责人牢牢把安全工作
作为企业重中之重，抓重点、抓
关键、抓细节，采取措施，及时
发现隐患， 紧紧盯住隐患一改

到底， 确保客人在安全环境中
放心消费。
在陕州地坑院， 郭云杰一
行看望了治安巡逻的民警和交
警， 仔细听取地坑院景区负责
人的安全防控工作简要汇报，
并详细了解了陕州地坑院消防
安全监管、事故应急处置、安全
日常管理、 客流量预测与分流
等情况； 实地查看地坑院景区
重点部位和即将投入运行的空
中玻璃栈道的施工安全、 生产
安全情况。
张平乐

灵宝市人防办——
—

扎实推进人防宣教活动
为积极适应新时代
人防工作的发展需要，
进一步扩大人防工作的
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
力， 保障灵宝市人防事
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促进灵宝人防为该市的
文明城市创建和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0 月 9 日上午，灵宝市
人防办走进西闫乡，开
展人防政策的宣教活
动。 该人防办的工作人
员立足乡（镇）发展的实
际需要， 结合目前所面
临的实际情况， 对于人
防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
律法规做了详细的解
读，得到了乡（镇）的充
分肯定。
当日下午， 灵宝市
人防办的工作人员会同

灵宝市教育局普教科相
关人员， 到灵宝市二中
查看人防公开课的筹备
情况，并试听了公开课。
此次人防公开课， 灵宝
市二中选派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老师授课， 采取
理论学习和亲身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同学
们在学习人防基本知识
的同时， 还亲自模拟应
用灾害现场的自救技能
及简易防毒面具的制作
等。 课后，授课老师和灵
宝市人防办、 灵宝市教
体局的工作人员就进一
步完善教学内容， 提高
授课效果做了深入的沟
通交流， 为人防公开课
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上官勃勃

义马市人防办——
—

深入开展
“一准则一条例一法律”
学习教育活动
近日， 义马市人防
办召开“一准则一条例
一法律” 集中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 全体干部职
工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义
马市纪委 《关于组织开
展“一准则一条例一法
律” 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并
就下一步学习教育活动
开展做出了具体安排：
一是增强学习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 全面理
解“一准则一条例一法
律”的深刻内涵，真正学
懂、学透、学通，把学习
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切实把市委
市政府的要求落实到各

项工作之中。
二是形成学习 《准
则》《条例》《法律》 的长
效机制。 制定详细的学
习计划，采取发放书籍、
学习案例、 撰写心得体
会等方式， 积极调动全
体人员的学习积极性，
使《准则》《条例》《法律》
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营
造浓厚学习氛围。
三是建立月、 季度
考评制度。 每月一小考，
每季度一大考， 采取闭
卷形式， 将成绩进行公
开，全面验收学习成效，
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
场，不流于形式，使《准
则》《条例》《法律》 深入
人心。
肖磊 李菀飞

深入学习贯彻
“
一准则一条例一法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