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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下午3点，中央党校党建博士、四川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储连伟，受邀走
进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天府讲堂”，就如何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为辖内居民作了精彩详尽的演讲。（上图）

传递党的十九大精神
寄语牢记使命勿忘初心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工作
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
也在基层，因此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
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储连伟开宗明义，一针见
血指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万丈高楼从地起，只有基层牢实，国家发
展才无后顾之虞。然而伴随社会发展，基层党
建面临着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不高、与人民群
众的亲和力不强、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力不够等
问题。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要落实从严治
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
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
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储连伟告诉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
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
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
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

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高屋建瓴的精神指导。”
储连伟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

义，新形势下基层党建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如何
落实好把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等三方面，有效
讲述了如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我们来自不同行业，做着不同工作，但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分享会最后，储连伟寄语现场基层党员，“我们
要有党员的自我要求与坚守，牢记自己对民族
的责任，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好做扎实，继
续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收获工作启示与方向
将更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

“我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这样的‘庞
然大物’，说起来，其实是由一条条街道、一

个个社区组成。社区作为底层建筑，只有它
繁荣稳定，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作为基层党
员，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街走院，深入群众身
边，了解社情民意，及时解决群众问题，确
保辖区稳定和谐。今天储老师关于‘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精彩论述，对我
们深入基层的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谈及参会感受，玉林街道党员同志张军表
示获益匪浅。

张军告诉记者，自己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等四个新印
象尤为深刻。“它们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精准把
握住时代脉搏，抓住人民需要的体现。十九大报
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对我们的基层工作提出了新的方向与
要求。我们将完善和改进社区工作，完成社区由
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把社区打造成为服务居
民的平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大
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张军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许
多内容，玉林街道在过去的工作中其实已有
涉及。“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创新引领发展’，
我们过去便已大力创新机制，围绕‘街道-
社区-网格-小区-院落-楼栋-居民’的组
织网格化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内容，聘
用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党员为社区兼职民
情专递员，随时收集意见建议；开展项目认
领，实现群众工作联做，驻区单位和‘两新’
组织党组织认领党建项目；推行组团服务，
实现群众难题共解；创新建立‘玉林家园’社
会组织居民服务中心，引进和培育社会组织
参与民生服务……”

对于未来，张军坚定地说，“玉林街道全体
党员同志，将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党
的领导下，永远牢记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做好每一件事，深化街
道工作改革，持续推进基层党建、创新创业、脱
贫攻坚等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成都商报记者 沈兴超 摄影记者 王勤

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储连伟
做客玉林街道“天府讲堂”传递党的十九大精神

“基层牢实，国家发展才无后顾之虞”

说者：

听者：

飞着飞着乘客出状况
成都医生夫妇齐施救

11 月 3 日，从纽约飞往广州的 CZ600 航
班正常起飞，刚刚飞行一个半小时左右，一名
女性乘客突发头晕，在洗手间发现自己有出
血症状，立即告知了乘务人员。乘务人员将这
位乘客搀扶至前舱平躺下来，报告机长后，广
播寻找医生，启动空中急救程序。据女性乘客
自述，10月20日，她刚刚在纽约接受了子宫肌
瘤相关手术，乘坐飞机当天，是术后12天。

听到广播，来自四川省人民医院和成都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对医生夫妇主动来
到前舱，为出血乘客进行初步判断，测量了血
压、心率和脉搏后，显示其当时生命体征平
稳。因暂时不算紧急情况，机组决定持续观察
病情，每30分钟测量一次血压。同时，机组做
好紧急备降准备，在沿途寻找伦敦、莫斯科、
圣彼得堡、雷德雅未克和赫尔辛基机场等合
适等备降点。

北京时间18：30，主任乘务长田静和区域乘
务长徐粤再次帮乘客测量血压时，发现乘客唇色
发白，额头冒虚汗，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随后，医
生再次进行了检查，此时女乘客脉搏微弱，血压
无读数，意识微弱，立即让乘务员取出氧气瓶向
乘客供氧。两位医生判断，乘客可能出现了休克，
情况危急，需尽快落地救治。机长王锐决定按预
案，备降雷克雅未克-凯夫拉维克机场，为救治乘
客争取宝贵时间。

飞机20分钟放油43吨
紧急备降到冰岛送医

北京时间18：40，机组向冰岛管制报告机
上紧急情况，申请立即改航雷克雅未克-凯夫
拉维克国际机场，并将情况通知南航广州总
部。

但 是 ，此 次 航 班 的 机 型 是 波 音
777-300ER，飞机的最大落地重量是251吨，才
飞行了四个多小时，飞机的重量远超过最大落

地重量（注：飞机着陆重量超过最大落地重量，
可能导致起落架折断；机内若留大量燃油也存
在爆炸隐患）。得到冰岛管制许可后，飞机开始
沿着海面上的航路空中放油，20分钟的抛油过
程中，释放了43吨燃油。在航班备降前，南航联
系冰岛方面让救护车提前就位，以便将病人第
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北京时间20：35，飞机平稳降落在雷克雅未
克-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落地后，救护车、海关、
边防和检疫第一时间到位。医疗人员进入客舱对
乘客进行初步检查后，该名女乘客立刻送往当地
医院急救。

北京时间22：49，飞机从雷克雅未克-凯
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广州。

医务人员责无旁贷
“都是应该做的”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进一
步了解到，该名女性乘客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并无大碍。
5日下午，成都商报辗转联系上两位施救

医生中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表示，自己和丈
夫确实在3日纽约飞往广州的航班上，全程参
与了对一名出血患者的诊治。她回忆，在听到
广播后，夫妻俩立即就前往前舱，遇到这样的
紧急情况，作为医务工作者责无旁贷，能够提
供帮助的，肯定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同时，这
名女医生也表示，对于为病人做的事，都是应
该做的，不愿意过多地回应。

女医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该名乘
客属于妇科内出血，飞机上没有条件和措施
能够对其进行及时止血处理和进一步治疗，
机组人员当时就做好了预案，出现紧急情况
如何处理，所以紧急备降冰岛十分重要，也为
机组人员的迅速反应点赞。“病人是个美籍华
人，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我们在沟通的过程
中也很配合。”女医生说。

在采访中，医生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姓
名，因为“救助是本职”。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飞机沿着海面上的航路空中放油，20分钟的抛油过程
中，释放了43吨燃油
■飞机平稳降落。医疗人员进入客舱，该名女乘客被立
即送往当地医院急救

纽约飞广州航班 两位成都医生施救突发大出血的美籍华人

成都医生夫妇：
姓名，不愿透露 本职，就是救助

突发
大出血

病情
再告急

医生
很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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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蚁”斗争一直都在持续

成都气候终年温暖潮湿，适宜白蚁生长繁
衍，房屋建筑易遭受白蚁危害，是经四川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认定的白蚁危害地区。去年6月，
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中心出版《成都白蚁》一
书。2010年~2015年，研究人员在成都多个区域
收集了1903个白蚁样本进行分析。调查研究显
示，成都地区白蚁共3科5属33种，其中9种白蚁
能入室产生危害。

黑胸散白蚁为成都地区危害房屋建筑的主
要白蚁种类，这些白蚁常年活动觅食，不断繁衍
扩大种群，当危害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大量分
飞成虫在3~5月进行分飞。另外，黑胸散白蚁不
仅春夏两季频繁取食木质纤维材料，在冬季同
样对建筑材料进行危害，同时产生具腐蚀性的
酸性物质，对钢筋混凝土、金属、玻璃制品等造
成危害。

近年来，装修后的房屋，尤其是1~3层楼的
低层房屋装修后，白蚁危害常有出现。原因是装

修普遍使用木制品材料，给白蚁提供食物来源。
这些白蚁危害具有隐蔽性、广泛性、严重性和不
可逆性，一般隐藏在室内木质门框、窗框、踢脚
线、木壁柜、插线头盒、墙角缝等处，在房屋建筑
内相互蔓延危害。

“成都造”白蚁防治标准助祛蚁患

早在1995年成都就开始实施新建房屋白蚁
预防工作，从源头上预防白蚁蚁害，成都一直走
在国内前列。而多年与蚁害斗争的丰富经验传
承，让成都的白蚁防治技术和科研水平也位列
全国前茅。

2015年《成都市房屋建筑白蚁危害等级评
定》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成为我国白蚁防治行业
第一部房屋建筑白蚁危害等级评定的地方标
准，使我市白蚁防治工作在规范化和科学化的
道路上更进一步，通过“成都造”的白蚁危害等
级标准助祛蚁患。

“白蚁分飞的有翅成虫不会咬人，不具有毒
性，也不会传播疾病，市民大可不必惊慌。”市房
管局白蚁防治研究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速
进博士介绍。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
牛区、武侯区及高新区凡与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
中心签定了《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合同书》或《城市
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协议》的房屋建筑，在15
年包治期内由该中心按规定对新建房屋白蚁预
防工程的预防效果进行跟踪回访，发现白蚁危

害，义务上门灭治。未签订或已过15年包治期的
房屋需要灭治或进行蚁害检查，可与成都白蚁防
治研究中心预约有偿上门检查或灭治服务。

链接

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中心目前已更名为成
都市房屋安全事务中心（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
中心），隶属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是成都市
唯一的白蚁防治和白蚁科研专业性正处级事业
单位，也是四川省第一家取得白蚁防治一级资
质的单位。

工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

00~5：00）
单位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如是庵街46号
服务咨询电话：
028-86627001 028-86618740
服务投诉电话：028-86530553
便民服务点
服务大厅：锦江区如是庵街46号
电话：028-86627001 028-86618740
新鸿点地址：新鸿路346号

电话：028-84300511
抚琴点地址：一环路西三段180号

电话：028-87711545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图片由中心提供）

白蚁危害 并不只在春夏季
市白蚁防治研究中心：应及时治理白蚁蚁患

成都春夏天气特别
湿热，白蚁蚁害相对比较
严重。昨日，市房管局白
蚁防治研究中心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谭速进博士
特别提醒，虽然成都市白
蚁分飞期主要集中在春
夏季的3~5月份，但白蚁
对房屋建筑的危害却时
刻都在发生，不一定非要
在分飞期才做专业灭治
处理，只要家中存在白蚁
危害，一年四季都可以进
行灭治处理，错开分飞期
上门处理的高峰期，也可
取得很好的灭治效果。

为切实保证民生，市
房管局每年白蚁分飞期
到来前都会组织召开新
闻通气会，告知全市市民
注意白蚁的分飞繁殖和
相关防治注意事项。另
外，市民也可根据白蚁危
害的外露迹象判断家中
是否有白蚁危害，如木质
材料的不规则受潮变色、
泥线、泥被、分飞孔等，确
定蚁害及时处理，以防患
于未然。

11月3日，从纽约飞往广州的南航CZ600航班上，一位女性乘客突发病情，出现大出血症状。幸运的是，同机恰好有两位成都医生，及时对
女乘客实施诊治。在判断女乘客出现休克症状、情况危急后，机组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就近备降冰岛雷克雅未克-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

随后，这名乘客及时被送往医院急救，目前已无大碍，脱离生命危险。

■一名女性乘客突发头晕，在洗手间发现自己有出血症状
■听到广播，这对医生夫妇主动来到前舱，进行初步判断
■乘客生命体征出现异常，两位医生判断，乘客可能出现了休
克，情况危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