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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东东街街道道消消除除安安全全隐隐患患不不留留情情
酒店存在隐患 当场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成振洲) 为进一步做
好酒店等公众聚集场所的安
全工作，切实加强冬季安全
防控力度，预防和遏制各类
火灾事故发生。近日，文化东
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安监部
门、社区居委会在辖区范围
内开展安全检查，对发现的
安全隐患，随时责令其限期
整改。

11月23日，文化东路街
道办事处安监科、科院路社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辖区翰
林大酒店、名雅建工大饭店
等大型酒店进行了安全检
查。工作人员重点检查了酒
店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订
立与落实、高压配电室管理、
后厨卫生、消防器材、消防应
急演练等情况。

“消防安全值班、巡查人
员是否在岗在位，制度是否

落实，值班记录是否详实；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是否完好；消防设施运行、
消火栓状况及灭火器材配置
是否符合规定等等，都是此
次检查的内容。”安监科工作
人员表示，下一步，安监科还
将对科院路辖区内所有宾
馆、酒店全面排查。

据介绍，此次检查，通
过排查全面掌握该地区的
宾 馆 、酒 店 业 单 位 的 安 全
生 产 情 况 ，督 促 各 单 位 加
强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总 结 存
在 的 共 性 隐 患 ，为 今 后 对
该行业的安全监管提供借
鉴 经 验 。也 旨 在 清 除 一 大
批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
为 ，进 一 步 优 化 辖 区 消 防
安 全 环 境 ，力 争 通 过 此 次
排查，为辖区营造一个和谐
稳定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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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东路社区举办养生讲座

专专家家进进社社区区讲讲解解冬冬季季进进补补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周虹) 冬天来了，天气
逐渐变得干燥，加之用电、用
气、用火现象明显增多，操作不
慎或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事
故。13日，山大路社区请来文东
派出所民警和消防专业人员给
辖区内居民上了一堂冬季消防
安全课。

讲座中，文东派出所的民
警，首先讲解了防火自救知识
的重要性，增强居民的消防意
识。然后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讲解了家庭燃气和电器安
全使用常识及其引发火灾的原
因，介绍了日常生活中家里遇
到明火如何扑灭，在火灾中如
何自救、逃生等知识及相关消
防设备的使用方法等。

为了做到火患早排除、
火险早预报、火情早发现、火
灾早处理，民警讲解过后，还
配以实际操作演练，让居民
对讲座中的知识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更好地巩固了课
堂里的知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
真是太大意了，有些生活中
的不经意有可能就是造成火
灾事故的原因，听到这么多
案例，我回家一定多和老伴、
孩子们讲一讲，防患于未然
嘛。”社区的刘阿姨说道。

通过本次的培训演练活
动，有效地提高了社区居民
的消防安全意识，增进了居
民的消防应对技能，再次为
辖区安全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张颖) 为普及科学养
生知识，保障居民身心健康，11

月18日，文化东路社区居委会
邀请历下医院营养专家为居民
带来一场“饮食讲座”。

讲座现场，历下医院营养
专家丰富的专业知识、通俗易
懂的语言、精彩的讲课内容吸
引了在场听众，不少居民情不
自禁地拿出手机拍摄课程
PPT，有的则事先准备好笔记

本认真记录讲课内容。
营养专家深入浅出阐释了

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剖析
了常见易发疾病的病理、慢性
病的预防措施，从食品安全、饮
食、运动、心态调整等方面对

“科学养生、健康饮食”给予了
科学的指导。系统介绍了饮食
生活习惯、心理健康对人体健
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健
康饮食自我保健和科学锻炼的
方法进行养生的知识。专家对

居民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详细解
答和探讨。

此次讲座座无虚席，50余
位居民积极参加。专家告诫居
民要想有好的身体，一要保持
良好的心态，遇事不急不躁，处
好邻里关系；二要抓住“食”机，
在冬天这个进补的最佳时期进
行食补，可以为抵御冬天的严
寒补充元气；三要活到老学到
老，保持大脑的活动和身体的
运动。讲座贴近居民生活，深受

社区居民的喜爱。
不少听完讲座的市民表

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
作生活压力大，人们的身体普
遍处于亚健康状态，保持健康
的饮食习惯、树立科学的养生
锻炼意识，大有裨益。听众们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通过听讲
座，不仅学到生活保健常识，
还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
从过去看病、医病向防病保健
转变。

交通、消防、旅游……各类安全全覆盖

中中创创开开元元山山庄庄开开设设安安全全大大课课堂堂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贾媛媛) 为营造文化
东路街道创建省级安全社区
的良好氛围，强化居民的安全
意识，社区采取安全全覆盖，
天天开展安全活动，做到安全
工作常抓不懈，警钟长鸣。11

月10日，中创开元山庄社区的
工作人员又在社区内悬挂横

幅，张贴宣传标语以示提醒。
为了更大范围的动员，中

创开元山庄社区建立居民合
作，物业保障，联络社区内相
关单位、个人共同参与安全促
进工作。通过宣传条幅张贴、
发宣传页、开展消防安全讲
座、消防安全演习、交通知识
普及等形式，加强社区商铺、

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
社区服务等共同参与、密切配
合，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一个舒
适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
社区内所有人员无论是在工
作场所，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都能保证安全和健康。

据介绍，下一步，中创开
元山庄社区居委会将开设安

全课堂。开展交通安全、消防
安全、旅游安全、工作场所安
全、家居安全、老年人安全、
儿童安全、学校安全、公共场
所安全、体育运动安全、涉水
安全、社会治安、防灾减灾与
环境安全等讲座，持续有效
地实现安全目标，建立安全
社区。

山大路社区举行冬季消防演练。

扎文东街道办事处

11月19日上午，文东街道办
事处会议室内，中海纳公司的安
全专家赵忠海老师为中创开元
山庄社区居民进行了一次生动
的安全培训，从居家安全的大方
面展开，涉及燃气安全、用电安
全、家庭化学用品存放等几个小
的方面。参会的居民会后纷纷表
示，这次安全会议开得非常及
时，很受教育，原来自己以前的
很多生活习惯存在这么多的安
全隐患，回家之后要一一整改。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张洋)

扎中创开元山庄

11月18日，中创开元山庄社区
发放《安全社区基础知识》、《安全
社区建设图解》，倡导社区居民朋
友们积极投入，共同参与、配合支
持创建工作。后期，社区还将带领
居民进行专业安全学习，以科学指
导，让居民系统掌握预防灾害的知
识、方法。真正做到人人皆知，家家
参与，营造并建设一个安全、健康、
和谐的新型智能社区。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贾媛媛)

扎羊头峪社区

安全社区的创建是为了让居
民人人享有安全，人人享有健康，
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和谐社会来自基层的
安全和稳定，安全与健康关系到每
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安居乐业、
和睦幸福。11月17日，羊头峪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学校、
公共场所向辖区各单位及居民宣
传创建安全社区的重要性。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侯蓉)

扎文化东路社区

11月19日上午，文东社区工作
人员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安全社区
建设”氛围，提醒居民掌握安全生
活和生产基础知识。首先通知辖区
单位物业经理、楼组长以及辖区商
铺负责人来社区领取“一封信”和
宣传彩页并学习，在思想上引起对

“安全社区建设”的重视。
随后，文化东路社区在辖区单

位宿舍院内发放“致辖区居民的一
封信”千余份，让辖区居民掌握安
全社区基础知识。与此同时，在辖
区单位宣传栏张贴“致辖区居民的
一封信”和“安全社区建设”的宣传
彩页30余份，让居民深入学习生活
中煤气中毒与急救知识、天然气使
用须知、家庭防盗须知等安全常
识。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张颖)

扎科院路社区

11月17日，科院路社区开展反
对非法集资活动，从宣传海报的发
放，到宣传彩页的张贴，不仅提高
了居民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更保
障了居民的财产安全。防范、打击
非法集资要从提高居民财产安全
意识做起，只有居民真正理解非法
集资及非法集资的害处、损失，才
能使居民从内心深处远离非法集
资。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成振洲)

安监人员在酒店检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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