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我们学校
四年级一班陆续有37名学生出现不
同程度恶心、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
中毒症状，请求医疗救护支援……”
近日，金口河区举行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水
平。

演练在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一小
学举行，采取现场演练与室内模拟演
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假想背景是该
校四年级一班部分学生在正常学习过

程中，陆续有37 名学生不同程度出
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
症状，并引发一起疑似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

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和人员
按照预案要求，围绕“事件报告、应
急响应、应急处置、维护稳定、善后
处置”5 个环节进行演练。在近两
个小时的演练中，各单位相互配合，
迅速开展应急响应，查清事故原因，
让患者得到有效救治，妥善处置了这

起突发事件。
此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旨在通过情景模拟、集中练兵的
形式，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意
识，提高应急作战能力，锻炼食品安
全应急队伍，建立健全指挥灵敏、反
应迅速、运行高效的应急体系，确保
出现类似事件时能够迅速响应、科学
处置，持续巩固提升该区突发食品安
全的应急处理水平，减少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危害和财产损失。

金口河区：举行应急演练 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讯（李荣富 文/图）1月 9日，
一场以“沫水钟灵，少年归来”为主题
的音乐剧——《少年郭沫若》进校园展
演活动，在沙湾区沫若戏剧小镇举
行。来自该全区 17所中小学校 160
名师生组成的11支表演队纷纷登台
表演，生动演绎再现郭沫若 12岁以
前，在沙湾生活、学习的故事，通过郭
沫若的成长经历，反映“铜河家风家
训”的内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郭开贞呢？郭开贞去哪儿
了？”“哼，你们还挺团结嘛！”……由
沙湾区凤凰学校带来的《少年郭沫
若》第三幕《人之初》，拉开本次展演
活动的序幕。《南行别弟》《翩翩少年
郎》《谁的错》《勤奋》等一幕幕接连上
演。剧中，演员们用通俗的唱词、优
雅的唱法与舞蹈、音乐剧等多种表演
艺术形式，将沫若文化与校园文化完
美融合，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场兼具观
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雅音乐视
听盛宴。

沙湾区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开展
“沫水钟灵，少年归来”戏剧展演活动，
是沙湾教育系统推进沫若文化进校园
的第一步举措，旨在让沫若文化深入

学生、家长，扩大社会影响力。下一
步，将通过研学实践活动和地方课本
教学，进一步加大沫若文化的传承力
度。

沙湾区：《少年郭沫若》音乐剧进校园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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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灏

■ 记者 罗晓玲

谭霞 铿锵玫瑰守护景区平安路

女本柔弱，为警则
刚。这句话用于形容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
佛景区大队民警谭霞
无比贴切，纤弱的身姿
显现出女性的柔美，坚
毅的眼神透出警察的
担当。

37 岁的谭霞现任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
佛景区大队办公室主
任，从警 18 年来，不忘
从警初心，牢记人民警
察使命，甘于奉献，用
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
位上书写彩色的青春、
践行铮铮誓言，始终保
持一颗对党、对人民、
对交警事业的诚挚之
心，守护着乐山大佛景
区道路及人民群众平
安。

参加工作至今，谭
霞 荣 立 个 人 三 等 功 3
次，获个人嘉奖8次。

2002年从警校毕业后，谭霞成
为一名交通民警。从此，无论炎炎
夏日还是数九寒天，上路维持交通
秩序，成为谭霞的工作常态。

谭霞所在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大佛景区大队管辖区域游客多、车
流量大，疏导交通的压力可想而
知。每次上岗，她都保持着最好的
状态，有序指挥交通。

热情周到为游客服好务，不仅
是交警的职责，更代表着乐山旅游
的形象，谭霞将此作为工作准则之
一。有一次“十一”黄金周期间，谭
霞在乐山大佛景区东门外执勤时，
一名五六岁的男孩找到她求助：“警
察阿姨，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谭
霞仔细了解情况后得知，男孩一家
来自贵州，他上厕所出来，发现自己

走丢了。所幸，男孩记得他爸爸的
电话。按照这个电话号码，谭霞拨
打了过去却无人接听，于是立即联
系附近岗点，请同事留意是否有人
找孩子。过了一会儿，男孩的父亲
电话回了过来。在谭霞的帮助下，
男孩与父母团聚，一家人对她感激
不已。

2019年“五一”假期，中心城区
嘉州长卷·嘉定坊停车场工作人员
向谭霞反映，一车主停车后没关车
窗，车内留有物品。谭霞上前查看，
发现该车辆副驾车窗开着，座位上
还有个包。为防车主丢失财物，她
立即根据车牌号查找到车主电话与
其联系。“太感谢了，我这包里装着
几千元现金！”车主对谭霞和停车场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坚守：维护交通秩序热情服务游客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面对疫情，谭霞毅然放弃轮休，
穿上警服回到工作岗位。口罩、护目
镜、手套、酒精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急
需物资，警务保障工作格外重要、刻
不容缓。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谭霞，担
负起了防疫物资保障的重任。

联系防疫物资生产厂家、网上
搜索相关信息、向亲戚朋友打听

……谭霞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查找防
疫物资，由于时常需要电话协调，一
天下来，嗓子疼得讲不出话。

正月初二中午，谭霞从朋友圈
了解到，成都一厂家有防疫物资货
源，但联系人备货寄到乐山大概要
两三天时间。她没有多想，当即决
定开车前往厂家拿货。之后，等到
装好500个口罩、100个防护眼镜、

防疫：放弃轮休担起防疫物资保障重任

100双手套、30瓶酒精等物资，她
又马不停蹄、返回乐山，并火速
将物资发放到一线执勤人员手
中。

“当时，我只怕防疫物资到位
不及时，一线执勤人员得不到很
好的防疫保障。”回想紧急筹措防
疫物资的过程，谭霞欣慰地说，看
到口罩、防护眼镜等送到干警们
手中，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筹备物资，更要管好物资。
在开展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为了
保证辛苦筹措的防疫物资物尽其
用，谭霞不怕繁琐，对各中队领取
的物资均进行登记造册，并建立
台账，每日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进
行清点、核对，做到对库存防疫物
资底数清、情况明，为大队顺利完
成防疫期间的各项工作提供了坚
实保障。

从警18年，对人民警察这份
职业，谭霞总是充满自豪，而对家
庭忍不住感慨亏欠太多。

谭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
的丈夫也是人民警察，在派出所
工作。夫妻俩经常加班，虽然同
在一座城市，却鲜有时间相互陪
伴。

多少个春节，当万家团圆时，
谭霞家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冷
清”。丈夫在一线执勤，应对各种
突发事件；谭霞顶着寒风，在景区
道路上疏导交通，服务群众。接
近凌晨，夫妻俩才完成执勤任务
回到家中，吃上除夕夜的第一口
热乎饭。正月初一一大早，天还

没亮，两人又匆匆返回岗位。
平时，谭霞因工作繁忙，无法

兼顾家庭和孩子。两个孩子班上
的亲子活动、家长会，她和丈夫经
常缺席。有一次，大儿子班上组
织去眉山参观，谭霞答应挪出时
间陪他参加活动，但因为临时有
任务，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好
不容易答应陪我，说话又不算
数！”儿子的失落和抱怨，让谭霞
愧疚不已。

“现在孩子们小，可能还不
懂，等他们长大了，明白爸爸妈妈
作为警察舍小家、为大家，为这座
城市坚守、战斗，他们一定会理解
我们。”谭霞坚定地说。

信念：舍小家为大家守护群众安全

导致 22 人被困的山东烟台栖霞市
笏山金矿事故，迟报时间长达 30 个小
时。涉事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无异于草
菅人命，就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这起事故
发生在 10 日 14 时，但企业向栖霞市应
急管理部门报告时，已经是次日 20
时。长达 30 个小时的时间里，企业虽
然组织了救援，却始终没有向栖霞市应
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发现救援难度超
出自身能力，才“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大事故早
报、快报，早已成为共识。第一时间上
报，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
更大力度实施救援，为被困或受伤人员
争取更大脱险机会。《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事故
单位负责人在接到现场报告后，应当在
1 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部门上报事故信
息。同时，国家有关法律对迟报、瞒报
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
有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侥幸
心理，事故发生后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
力量，而是“争取时间”将事故“大事化
小”，企图逃避处罚。直到藏不住了，才
向上级政府部门“求救”。

迟报，消耗的是被困人员脱困生还
的机会。笏山金矿事故中，第一时间上
报和拖延 30 个小时之后上报，可能导
致 22 名被困人员最终的命运截然不
同。置 22 个鲜活的生命于更加危险的
境地，这样的企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
我们期盼 22 名被困人员能尽快脱险，
也期待着有关方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
的企业的“黑盖子”，一查到底，给人民
一个交代。

迟报矿难，
就是与人民为敌

本报讯（记者 吴薇）为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施工许可阶
段和竣工验收阶段审批流程，不断提升
行政审批效率，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下发《关于优化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
可阶段、竣工验收阶段行政审批有关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在施工许可阶段，取
消一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前置要
件：取消施工合同备案；监理合同备
案；勘查合同备案；设计合同备案；建
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社会投资项目
施工承发包备案通知书；社会投资项
目监理备案通知书；建设工程设计政
策性检查记录单；银行出具的资金证

明文件；建设单位法人代表授权委托
书及申报人的身份证明；施工和监理
企业资质和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
证；报价文件等手续。调整一批工程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前置要件：将建筑
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建筑起
重机械备案、安装、使用、拆除手续等
不作为施工许可证办理要件，调整为
证后监管；涉及建筑工人工资保证金
办理，实行“现金、银行保函、保险保单
及担保公司的担保保函”等4种方式
办理，缴纳人可自愿选择。合并阶段
办理：按照“一次申请、一次提交、一窗
受理、并联审批、统一出件”原则，建设
单位（个人）在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时，将安全生产条件现场踏勘与
施工许可现场踏勘合并办理；将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安全施工措施备案手
续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合并办理。

在竣工验收阶段，不再进行技术
审查：对房建和市政工程实行联合图
审，运用省工建系统，将人防、消防、技
防等一并纳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不再单
独受理：按照“一口进件、统一受理、联
合验收、一口出件、信息共享”原则，对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施工许可
证建设项目实行联合验收，各相关单
位不再单独受理有关验收申请，禁止
搞“预验收”、走过场验收。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行政效能

展演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