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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纵横

在构建和谐社会、 平安校园的
今天，抓好校园安全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 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一直将
安全管理工作列为各项工作之首，
举全镇之力， 保校园平安。 近几年
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群防群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制。 为抓
好安全工作，学校确立了以校长为核心，总务
和安全办为两个龙头的安全管理模式。将校园
安全责任按性质、时间、地点等方面分解到相
关处室、班主任和教师，从而更加明确了各自
的安全管理职责。修订了规章制度及安全应急
预案，并汇编成册，使安全工作有章可循。严格
落实了安全管理制度、检查制度、隐患排查整
改制度、督查考核制度、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度，层层签定了安全责任书，将责任逐一分解，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预防为主，加强安全防患教育。 为提高安

全管理能力，学校针对学校实际情况，拟订了
《麻塘中小学教职工安全教育办法》， 明确了
班主任、 教师对学生实施安全管理和安全教
育的内容， 要求班主任和教师对照办法逐步
实施，从而增强了工作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学
校还将每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确定为安全行
为规范教育月， 并确定其中一周为安全教育
周。 学校按照要求开设了安全教育课，配备了
专职教师， 并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来校进行法

制安全教育， 提高了师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

关注细节，落实安全工作措
施。 做好安全防患工作，每学年
对学生身体状况进行健康检查，

凡有既发病史者进行登记、备案，并告知任课教
师，一旦发现学生身体不适，第一时间采取应急
措施，并联系家长。 从开学至今，学校将学生往
返学校时间告知家长， 督促其关注学生在路途
中的行程；若遇恶劣天气，要求家长根据实际情
况接送学生，以保证学生往返学校途中安全。

抓好学生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学校积极探索新办
法和新途径， 全力以赴抓好师生人身财产安
全，为学校工作的良性发展，创建和谐校园，创
设一个平安、稳定的环境。

狠抓安全管理，构建平安校园
——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纪实

创新形式，牵住非公党建的牛鼻子
非公党建一直都是园区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为企业搞好配套服务的同时，还必须牵
住非公党建的牛鼻子。 产业园里的非公企业
主和股东大多为新生代的 80 后和 90 后，有
的还是海外留学归国的创业人员， 由于文化
背景差异， 他们对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方法
比较排斥。 非公党建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如
不创新怎么去抓落实？

今年 5 月份， 园区引进了一家大学生创
业的“长洲信息公司” 入驻非公党建活动中
心，帮助开发党建智慧云平台，推动园区非公
微党建，党课可在线上教授、党员活动可以实
现线上组织线下开展，党员可在线上互动，并
建立党员电子档案。 这样一来，前厅是以展览
为主，后厅是党建公共服务平台运管区，负责
平台的开发和运管，再加上自媒体的传播，这
本身就是对原有的非公党建活动中心进行提
质改造。

作为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心、 岳阳留学
人员创业园、 岳阳电子商务产业园主任兼园
区综合党委书记， 刘元龙对非公党建有着独
到的见解。 他认为，用新观念、新思维、新模式
抓非公党建，这样做既能搞好园区非公党建，
又解决了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 有望做好非
公党建与互联网 +相结合的引领文章。

筑巢引凤，开拓梦想沃土
岳阳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岳阳大道东西

两侧，于 2014 年开工建设，由经开区倾力打
造，规划建设面积 2000 亩。 开通了岳阳实体
企业内外贸线上交易， 完善第三方服务平台
建设，创新营销模式、繁荣仓储物流、促进区
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工业产品、农副产品、
旅游产品、生活服务业产品、文化创意产品”
等“五位一体”的行业电商平台。

这个与互联网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孵
化器”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给创业者增添了无
比的信心。 然而，这仅是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
心的一部分。 早在 2001 年，就已加挂岳阳留
学人员创业园（省级），2009 年被国家科技部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2014
年， 以创业中心为平台搭建岳阳电子商务产
业园，2015 年成功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和湖南省服务业示范集聚区。

“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成熟完善的孵
化体系， 使很多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将创业的
起点选择在经开区， 给了我们打开成功之门
的钥匙。 ” 成功入驻岳阳电子商务产业园的
“田园牧歌”公司董事长钟瑛说。

政策助力，搭建创业阶梯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岳阳火炬

创业服务中心逐渐意识到“一花独秀难为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只
有大规模扶持草根创业，才能更快、更好地形
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圈， 从而将创业项目
上积累的量化优势转化为质的飞跃。

那么，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降低门槛，缩短
创业周期，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减免办公场地
租金、解决子女就读、免费技能培训、专项资
金扶持……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心制定了一
系列助推区域创新创业的举措，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营造让“创新之花”
绽放的“阳光、土壤和空气”，优惠政策力度之
巨大、创业条件之优越，开孵化器行业扶持力
度之先河。 自去年来，创业服务中心为园区成
功申报上级各类扶持资金共计 390 万元，其
中留学人员创业园扶持资金 80 万元、电子商
务产业扶持资金 160 万元、 服务业示范集聚
区 100 万元、流通商贸扶持资金 50 万元。 下
发扶持企业共计 200 万元， 其中信达物联 20
万元、田园牧歌 30 万元、华文食品 20 万元、
开发总公司 130万元。

据统计，目前，创业服务中心已引进电子
商务企业 82 家。入驻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电商
企业 52 家，入驻区内园外电商企业 30 家。独
立电商平台运营企业 25 家， 在“天猫”“淘
宝”等著名电商平台建店企业 15 家，市外电
商企业分机构 10 家，电商服务类企业 13 家。
引进初创企业 23 家， 解决就业岗位 1000 人
次以上。

在政府的支持下， 一批市场主体以百折
不挠的精神、敢闯敢干的胆识，为全民创新创
业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创业服务中心成功推
动园区内 3 家企业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 Ｑ
版挂牌，15 家商贸流通和电子商务企业在湖
南股权交易所挂牌。

注入活力，让梦想之花全面开放
大众创业，凝聚经济发展新动力；万众创

新，书写产业升级新华章。 创新创业打造了新
型产业高地， 使得经开区的电商产业在农产
品、休闲食品、母婴用品、智慧社区、智慧旅
游、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方面全面开花。

据统计， 去年园区电商企业交易额达
5.2988亿元，其中交易额在 500万元以上企业
16家，交易额在 1000万元以上企业 12家。 全
年形成经济效益企业共计 42家。

田园牧歌、湘沪农业、惠邦生态农业、干
鲜水果交易网等涉农电商产业发展来势好，
农产品电商交易额超过了 1亿元。

休闲食品电商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汪师
傅、华文食品、渔米之湘、圣园渔业、包包客等
洞庭湖区域特色休闲食品电商聚集， 全年交
易额达亿元以上。

母婴用品电商市场不断拓展。园区婴童管
家、深圳童曲、爸爸爱、开心宝贝、至汇家等儿
童服饰、饮品、玩具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广阔。

互联网医疗等新兴产业逐步兴起。 瑞格
医疗、普惠安邦、赵华文药业等精准医疗、远
程诊断及医疗器械、保健品、药品、药妆电商
等互联网医疗产业借势起航。

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 中心将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优势，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跨境电商综合服
务平台，打通报关、检验检测、仓储物流和保
税区等环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的建设。

如今，让创新创业者在社会上有地位、政
策上有支持、经济上有突破，着力宣传创新企
业、创新成果、创新品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
创业活力。 一个营造良好政务环境，真正使人
民群众放心创业，让广大企业放手发展，推动
全民创新创业事业顺利开展的良好氛围，正
在经开区逐渐形成！

校园广播警报声紧急响起， 同学
们迅速反应， 任课老师及时组织学生
逃生，弯腰、捂口鼻，同学们的动作一
丝不苟。 这是近日岳阳湘一南湖学校
全体师生为了配合“11.9”消防宣传日
进行的一场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随后， 全体师生一起走进专业教
官黄雄琦主讲的消防安全课堂。 黄教
官是岳阳市消防支队的现役参谋，他
以亲历的消防案例为该校学生进行安
全知识讲座， 给学生们讲解正确逃生
姿势、 如何正确拨打 119 消防电话并

描述火情等，特别强调了火场逃生时，
高层不可乘坐电梯、 报警时要简洁明
了地说明火灾地点、 燃烧物品和是否
有人员被困等问题， 详细地介绍了常
用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进
行了现场演示。

通过本次消防演习和知识讲座，
不仅使该校学生进一步巩固了在紧急
情况下的逃生路线和方法， 更使同学
们了解了更多消防安全知识。 相信同
学们经过本次的学习， 定能在危险发
生时及时有效地进行自救和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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筻口镇中心学校扎实抓好文明平安校
园创建，在各中小学校积极开展每日“10＋
5”安全教育活动。“10”是利用校车车载电视
每日播放 10 分钟的安全教育知识，“5”是每
天中午利用校园广播进行 5 分钟的安全教
育。 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交通安全、文明
乘车、爱车护路安全知识教育、防踩踏安全
教育、防踩踏常识与防范应急措施、校内活
动安全教育、上下楼梯安全、自救自护、饮食
安全与卫生防病、远离校园暴力、消防疏散
安全常识、防地震知识、防拐骗安全教育、防
溺水安全教育、防传染病流感知识等等。 根
据时令季节安全特点和学校德育安全工作
安排，确定每月每周安全教育重点，让安全
教育不留盲点，深入师生心中。 此外，各学校
以主题班会、举办校园宣传栏、开展各种活
动等形式多样进行安全教育。

（董宜生、宋倩玉）

岳阳湘一南湖学校
举行消防演练活动，提升安全消防知识

近来， 岳阳县公
田镇甘田学校彭细兵
校长组织全体师生，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全面提升师生素质”
现场大练兵活动。 并
请来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优秀班主任、湖
南省家庭教育讲师团
专家郭玉良老师，向
师生们作《和谐心灵、
做幸福教师》 的专题
报告。 组织全体教师
开展四学、 三读、二
讲、一落实活动。学专
项科学文化知识讲
座； 读 《条例》、《制
度》、《纪律》； 讲教学
《方式》、《方法》；落实
《学校发展规划》。 组
织学生军训， 让学生
们在严格的纪律约束
训练中， 体验军营生
活。 切实了解和学习
军人的优秀品质，增
强组织纪律观念和集
体主义精神，使学生们学到了在课
堂中难以学到的文化，军事知识。

听报告、大练兵，加强学校教师
师德师风教育，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该校为打造一支爱岗敬业、 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迈出了雄
健的第一步。 同时，对加强学生的国
防教育，培养学生保家卫国的思想情
怀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产生了良好的
效果。 （毕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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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公党建为抓手，助推“创新之花”竞相绽放
———岳阳火炬创业服务中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纪实

□ 李楚雄 周毅

“昔日荒凉地，今日繁华区”是岳阳经开区的真实写照；“技术节节高，产业发展好”是岳阳经开区的生动注脚。 岳阳经开区火炬计划实施 16 年来，成功孵化了一
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培养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家和创新型人才，打造了一支过硬的创业服务团队，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刘钊 姜应秋

胡水雄 侯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