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袁迎接全国卫生县城复评工作正在火热进行袁各相关镇区尧部门积极动员袁投入人力尧物
力尧财力袁打响野创卫冶攻坚战遥 图为合德镇城西社区的志愿者正在对辖区环境进行整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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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尧审判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是什么钥

审判机关要依法从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袁
严格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袁对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的组织者尧领导者尧骨干成员及其野保
护伞冶袁要依法从严惩处袁要加强审判力量袁提
高诉讼效率袁严格执行审限要求袁及时有效审结
案件遥

37尧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是什么钥
检察机关要指导帮助完善证据袁 依法做好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袁 确保办案时加强对
执法办案过程的法律监督遥

38尧公安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是什么钥
公安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固

定证据袁要将侦查力量尧侦査资源向侦办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倾斜袁从组织领导尧警力调配尧技术
手段尧政策宣传等各方面给予有力支撑遥

39尧司法行政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的职责是什么钥

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涉黑涉恶案件律师
刑事辩护和代理工作的指导袁 维护律师执业权
利袁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袁 规范异地执行刑
罚袁在监狱部署开展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摸排袁发
动服刑人员检举揭发袁主动跟踪线索落实情况袁
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者尧领导者尧骨
干成员及其野保护伞冶从严掌握减刑尧假释尧暂予
监护执行遥

40尧组织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是什么钥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袁 组织发动

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曰 持续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袁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曰在村野两委冶班子换届选举
中严格人选把关袁 坚决把涉黑涉恶等不符合村
干部条件的人挡在门外遥

41尧宣传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
责是什么钥
宣传部门要组织指导媒体袁 大力宣传党委

政府扫黑除恶的决心尧举措和成效曰深入采访报
道一批涉黑涉恶典型案例尧 壮大声势袁 营造氛
围曰严格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袁健全舆
论引导和舆情会商处置机制尧 严防负面舆情扩
散遥

42尧金融尧税务尧审计等部门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的职责有是什么钥

金融尧税务尧审计等部门要积极配合政法机
关调查取证袁 及时查询尧 冻结黑恶势力资金账
户袁依法查处黑恶势力偷税骗税尧侵吞集体财产
等违法犯罪行为袁 依法打击黑恶势力洗钱犯罪
活动遥

43尧交通尧住建尧市场监管尧水利尧自然资
源尧农业农村尧文化旅游等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的职责是什么钥

交通尧住建尧市场监管尧水利尧自然资源尧农
业农村尧文化旅游等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袁主动
承担好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责任务袁依
法行政尧依法履职袁强化重点行业尧重点领域监
管袁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袁最大限度挤压黑
恶势力滋生空间遥 要将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的
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袁 建立健全
线索发现移交机制遥 对政法机关在办案中针对
行业管理漏洞提出的司法建议袁 要及时调整完
善监管制度措施袁并按有关规定通报反馈遥

44尧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什么要与农村
野两委冶班子换届选举结合起来钥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村 野两委班子换届
工作结合起来袁建立协调会商机制袁坚决遏制黑
恶势力干扰尧介入换届选举袁坚决杜绝黑恶势力
进入村野两委冶班子袁严防操纵破坏选举尧侵蚀基
层政权的黑恶势力以及横行乡里尧 破坏治安秩
序或是利用宗族家族势力称霸一方的村霸等黑
恶势力进入村野两委冶班子遥 确保村野两委冶班子
换届风清气正袁净化社会环境袁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45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什么要与基层反

腐尧野拍蝇冶结合起来钥
凡是黑恶势力能够长期称霸一方尧 为非作

恶袁根本原因在于有一顶或多顶野保护伞冶袁黑恶
势力后面也有人支持尧纵容遥扫黑除恶就要铲除
黑恶势力生存土壤袁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
和基层野拍蝇冶结合起来袁深挖黑恶势力野保护
伞冶遥

46尧在村野两委冶班子换届中袁候选人联审
机制是什么意思钥

在村野两委冶班子换届中袁组织部门协调政
法尧纪检尧信访等部门组成联合审查组袁对候选
人进行资格把关袁把黑恶势力挡在门外遥

47尧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袁为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保证钥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袁 建设坚强
战斗堡垒曰严格规范村野两委冶班子换届选举袁坚
决把不符合村干部条件的人挡在门外曰 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袁提高组织尧宣传尧凝聚尧
服务群众能力遥

48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中共中
央尧 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哪些指导性
文件钥

渊1冤2018 年 1 月 11 日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下发 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曳渊中
发也2018页3号冤袁吹响了扫黑除恶斗争的号角袁
扫黑除恶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曰

渊2冤2018年 6月 5日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工作方案曳渊厅字也2018页27号冤曰

渊3冤2018 年 1 月 16 日袁最高人民法院尧最
高人民检察院尧公安部尧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曳渊法发
也2018页1号冤曰

渊4冤2018年 2月 2日袁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
人民检察院尧公安部尧司法部发布叶关于依法严
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曳遥

渊5冤2019年 4月 9日袁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
人民检察院尧公安部尧司法部印发叶关于办理恶
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曳叶关于办理 野套
路贷冶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曳叶关于办理黑
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曳
叶关于办理实施野软暴力冶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曳等 4个意见遥

49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省制
定出台了哪些文件尧规定钥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 我省制定了以下文件
渊通知冤院

渊1冤2018 年 4 月 23 日袁省委尧省政府出台
叶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曳
渊苏发咱2018暂8号冤曰

渊2冤2018 年 11 月 2 日袁省委办公厅尧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 叶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
作方案曳渊苏办咱2018暂57号冤曰

渊3冤2018年 10月 29日袁省纪委省监委尧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印发 叶关于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严肃查处黑恶势力野保护伞冶的
指导意见渊试行冤曳渊苏纪发咱2018暂15号冤曰

渊4冤2018 年 2 月 26 日袁省纪委尧省委政法
委印发 叶关于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
建立扫黑除恶案件和线索快速移送处置机制的
方案曳渊苏纪发咱2018暂3号冤曰

渊5冤2018 年 11 月 15 日袁省监委尧省高院尧
省检察院尧省公安厅尧省司法厅发布叶关于进一
步敦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
告曳曰

渊6冤2018 年 7 月 7 日袁省高院尧省检察院尧
省公安厅出台 叶关于处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
座谈会纪要曳渊苏公通咱2018暂316号冤曰

渊7冤2018 年 5 月 31 日袁省扫黑办下发叶关
于下发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制度的通
知曳渊苏扫黑咱2018暂2号冤

50尧2019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提出了哪些新要求钥

2019年 1月 15日袁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
出院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袁分阶段尧分领
域地完善策略方法尧调整主攻方向袁保持强大攻
势遥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尧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尧背后野关系网冶野保护伞冶不放袁在打防并举尧
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尧细功夫袁确保取得实效尧
长效遥

51尧2019年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提出了哪些新要求钥

2019年 1月 29日袁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提
出院 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袁 保持强大攻
势袁确保取得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成果遥

要强化线索摸排袁 组织开展新一轮涉黑涉
恶线索大排查袁 敏锐把握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
动向袁坚决把伪装蛰伏的违法犯罪分子挖出来遥

要持续深化打击袁以黑恶积案清零尧问题线
索清零为目标袁以网络空间尧新兴领域为重点袁
穷追猛打尧重拳出击尧打准打深袁坚决防止黑恶
势力死灰复燃遥

要抓好专案攻坚袁对情况复杂尧阻力较大的
案件袁一律采取指定管辖尧异地用警尧提级办理尧
挂牌督办等措施袁排除干扰尧一办到底遥

要突出深挖幕后袁把打击野保护伞冶作为下
一步主攻方向袁全面落实严肃查处黑恶势力野保
护伞冶指导意见袁严格执行野两个一律冶要求袁坚
决撕破野关系网冶尧铲除野保护伞冶遥

要推进综合治理袁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重点
地区尧 重点行业综合整治和软弱涣散党组织整
顿袁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遥

52尧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有哪
些钥

射阳县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 院110曰
0515-82486110袁 举报邮箱院syshce@126.com曰
野保护伞冶线索举报电话院0515-82353781袁举报
邮箱院243354701@qq.com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三）

49尧加强看护袁避免儿童接近危险水域袁预
防溺水遥
溺水是我国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

因袁要加强对儿童的看护和监管遥 儿童游泳时袁
要有成人带领或有组织的进行袁不要单独下水遥
游泳的场所袁最好是管理规范的游泳池袁不提倡
在天然水域游泳袁下雨时不宜在室外游泳遥

下水前袁应认真做准备活动袁以免下水后发
生肌肉痉挛等问题遥 水中活动时袁要避免打闹尧
跳水等危险行为袁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遥家长带
领儿童进行水上活动时袁 应有专职救生员的全
程监护袁并为儿童配备合格的漂浮设备遥
对于低龄儿童袁家长要重点看护遥不能将儿

童单独留在卫生间尧浴室尧开放的水源边袁家中
的储水容器要及时排空或加盖遥

50尧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袁谨防煤气中毒遥
冬季使用煤炉尧煤气炉或液化气炉取暖袁由

于通风不良袁供氧不充分或气体泄漏袁可引起大
量一氧化碳在室内蓄积袁造成人员中毒遥

预防煤气中毒袁 要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炭
火盆取暖曰 使用炉灶取暖时袁 要安装风斗或烟
筒袁定期清理烟筒袁保持烟道通畅曰使用液化气
时袁要注意通风换气袁经常查看煤气尧液化气管
道尧阀门袁如有泄漏应及时请专业人员维修遥 在
煤气尧液化气灶上烧水尧做饭时袁要防止水溢火
灭导致的煤气泄漏遥如发生煤气泄漏袁应立即关
闭阀门尧打开门窗袁使室内空气流通遥

煤气中毒后袁轻者感到头晕尧头痛尧四肢无
力尧恶心尧呕吐曰重者可出现昏迷尧体温降低尧呼
吸短促尧皮肤青紫尧唇色樱红尧大小便失禁袁抢救
不及时会危及生命遥发现有人煤气中毒袁应立即
把中毒者移到室外通风处袁解开衣领袁保持呼吸
顺畅曰对于中毒严重者袁应立即呼叫救护车袁送
医院抢救遥

51尧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袁孕期应至
少接受 5次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遥

婚前和孕前保健可以帮助准备结婚或怀孕
的男女双方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 发现可能影
响婚育的有关疾病和问题袁 接受有针对性的咨
询和指导袁提高婚姻质量和促进安全孕育遥

妇女怀孕后应及时去医院检查袁建立野孕产
妇保健手册冶遥孕妇孕期至少应进行 5次产前检
查袁渊孕早期 1次袁孕中期 2次袁孕晚期 2次冤袁有
异常情况者应适当增加检查次数遥 定期产前检
查能够动态监测胎儿发育情况袁 及时发现妊娠
并发症或合并症遥

孕妇要到有助产技术服务资格的医疗保健
机构住院分娩袁高危孕妇应提前住院待产袁最大
限度地保障母婴安全遥

52尧孩子出生后应尽早开始母乳喂养袁满 6
个月时合理添加辅食遥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品袁 含有婴儿
所需的全部营养以及大量的抗体和免疫活性物
质袁有助于婴儿发育袁增强婴儿的免疫能力遥 母
乳喂养不仅能增进母子间的情感袁 还能促进母
亲的产后康复遥

为了母乳喂养成功袁 孩子出生后 1小时内
就应开始哺乳遥 纯母乳喂养可满足 6个月内婴
儿所需全部液体尧能量和营养素袁因此婴儿出生
后袁应首选纯母乳喂养袁6个月内不需要添加任
何辅食遥母乳喂养可以持续至 2岁或 2岁以上遥

婴儿 6个月起袁要适时尧适量添加辅食遥 添
加辅食的原则是由一种到多种袁由少到多袁由软
到硬袁由细到粗遥开始添加的辅食形态应为泥糊
状袁逐步过渡到固体食物遥 从少量开始袁逐渐增
加遥要观察婴儿大便是否正常袁婴儿生病期间不
应添加新的食物遥添加的食物品种应多样化袁预
防偏食和厌食遥

53尧通过亲子交流尧玩耍促进儿童早期发
展袁发现心理行为发育问题要尽早干预遥

重视儿童早期发展袁0耀3岁儿童的身心健
康是发展的基础袁应把儿童的健康尧安全和养育
工作放在首位遥 家长尧 抚养人和学前教育工作
者袁应成为儿童生活的照顾者尧情感的关爱者尧
行为的榜样者和活动的引导者遥

重视儿童的情感关怀袁强调以亲为先袁以情
为主袁赋予亲情和关爱遥 尊重儿童意愿袁创设宽
松尧温馨的家庭式氛围袁满足儿童成长的需求遥
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袁顺应儿童天性袁把握每
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和水平遥 要从日常生活中选

择儿童感兴趣的尧富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袁将教育
贯穿在一日生活之中袁丰富儿童的认识和经验遥
开展丰富多样的尧 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特点的游
戏活动袁让儿童在快乐的游戏中袁开启潜能袁推
进发展遥重视儿童的发展差异袁提倡更多地实施
个性化教育袁促进每个儿童富有个性地发展遥

经常与儿童沟通尧 交流袁 关注儿童日常行
为袁及时发现心理行为问题袁予以引导和干预遥
培养儿童健康的心智和人格袁 促进儿童社会性
和情感的健康发展遥

54尧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袁要
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袁预防近视尧超重与肥
胖袁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遥

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袁 生理
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遥体格生长迅速袁内脏器
官功能逐步完善袁两性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袁男
孩出现遗精尧女孩出现月经袁到青春期晚期已具
备生殖功能遥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袁自我意识逐
渐增强袁渴望独立袁人生观尧价值观逐渐形成袁性
意识觉醒和发展袁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袁
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遥

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遥 要
有充足睡眠袁保证精力充沛曰保持平衡膳食袁加
强户外活动袁预防超重和肥胖曰培养良好的用眼
习惯袁避免长时间看书尧看电视和电子屏尧玩电
子游戏袁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袁保护视力袁预防
近视曰远离烟草和酒精袁拒绝毒品遥

青少年要从正规渠道获取生殖与性健康信
息袁拒绝性骚扰尧性诱惑和性暴力袁避免过早发
生性行为遥 不安全性行为可能带来意外妊娠或
性传播疾病袁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遥

55尧关注健康信息袁能够获取尧理解尧甄别尧
应用健康信息遥

日常生活中袁要有意识地关注健康信息遥遇
到健康问题时袁 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现有资源
获取相关信息遥 对于各种途径传播的健康信息
能够判断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袁不轻信尧不盲从袁
优先选择政府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尧卫生计生专
业机构尧官方媒体等正规途径获取健康信息遥

对甄别后的信息能够正确理解袁 并自觉应
用于日常生活袁维护和促进自身及家人健康遥

56尧能看懂食品尧药品尧保健品的标签和说
明书遥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
应包括食品名称尧配料表尧净含量和规格尧生产
者和渊或冤经销者的名称尧地址和联系方式尧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尧 贮存条件尧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尧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遥预包
装食品标签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
说明袁包括营养成分表尧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
能声称遥 营养成分表以一个野方框表冶的形式标
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尧 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
渊NRV冤百分比袁强制标示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
白质尧脂肪尧碳水化合物和钠遥

药品的标签是指药品包装上印有或者贴有
的内容袁分为内标签和外标签遥药品内标签指直
接接触药品的包装的标签袁 外标签指内标签以
外的其他包装的标签遥 药品的内标签应当包含
药品通用名称尧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尧规格尧用
法用量尧生产日期尧产品批号尧有效期尧生产企业
等内容遥药品外标签应当注明药品通用名称尧成
份尧性状尧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尧规格尧用法用
量尧不良反应尧禁忌尧注意事项尧贮藏尧生产日期尧
产品批号尧有效期尧批准文号尧生产企业等内容遥
麻醉药品尧精神药品尧医疗用毒性药品尧放射性
药品尧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袁必须印有规
定的标识遥

药品说明书应当包含药品安全性尧 有效性
的重要科学数据尧结论和信息袁用以指导安全尧
合理使用药品遥药品说明书的具体格式尧内容和
书写要求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
布遥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尧成
份尧规格尧生产企业尧批准文号尧产品批号尧生产

日期尧有效期尧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尧用法尧用
量尧禁忌尧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遥

非处方药是可以自行判断尧 购买和使用的
药品遥 非处方药分为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
方药袁分别标有红色或绿色野OTC冶标记遥 甲类
非处方药须在药店执业药师或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曰 乙类非处方药既可以在社会药店和医
疗机构药房购买袁 也可以在经过批准的普通零
售商业企业购买遥乙类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袁无
需医师或药师的指导就可以购买和使用遥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有明示或者暗
示治疗作用以及夸大功能作用的文字袁 不得宣
传疗效作用遥必须标明主要原渊辅冤料袁功效成分
或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袁保健作用和适宜人群尧
不适宜人群袁食用方法和适宜的食用量袁规格袁
保质期袁贮藏方法和注意事项袁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袁卫生许可证文号袁保健食品标志等遥

57尧 会识别常见的危险标识袁 如高压尧易
燃尧易爆尧剧毒尧放射性尧生物安全等袁远离危险
物遥

危险标识由安全色袁 几何图形和图形符号
构成袁用以表达特定的危险信息袁提示人们周围
环境中有相关危险因素存在遥 常见的危险标识
包括高压尧易燃尧易爆尧剧毒尧放射尧生物安全等遥

识别常见危险标识袁远离危险袁保护自身安
全遥 但要注意袁危险标识只起提醒和警告作用袁
它本身不能消除任何危险袁 也不能取代预防事
故的相应设施遥

58. 会测量脉搏和腋下体温遥
脉搏测量方法院将食指尧中指和无名指指腹

平放于手腕桡动脉搏动处袁计 1分钟搏动次数遥
正常成年人安静状态下脉搏次数为 60~100次/
分遥

腋下体温测量方法院 先将体温计度数甩到
35益以下袁 再将体温计水银端放在腋下最顶端
后夹紧袁10分钟后取出读数遥

正确读书方法院用手拿住体温计的玻璃端袁
即远离水银柱的一端袁 使眼睛与体温计保持同
一水平袁然后慢慢转动体温计袁从正面看到很粗
的水银柱时就可读出相应的温度值遥 读数时注
意不要用手碰体温计的水银端袁 否则会影响水
银柱读数而造成测量不准遥 成年人正常腋下体
温为 36益~37益遥

59尧会正确使用安全套袁减少感染艾滋病尧
性病的危险袁防止意外怀孕遥

正确使用安全套袁一方面袁可以避免接触感
染病原体的体液袁减少感染艾滋病尧乙肝和大多
数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曰另一方面袁可以阻断精子
与卵子的结合袁防止意外怀孕遥

要选择有效期内尧无破损尧大小合适的安全
套袁掌握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袁坚持每一次
性生活全程正确使用袁性生活后要检查安全套
有无破裂或脱落袁若有破裂或脱落袁要立即采
取紧急避孕措施遥

不要重复使用安全套袁每次使用后应打结
丢弃遥

60尧 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等有毒物
品袁谨防儿童接触遥

农药可经口尧鼻尧皮肤等多种途径进入人
体袁使人中毒袁谨防儿童接触遥

家中存放的农药尧 杀虫剂等有毒物品袁应
当分别妥善存放于橱柜或容器中袁并在外面加
锁遥保管敌敌畏尧乐果等易挥发失效的农药时袁
一定要把瓶盖拧紧遥 有毒物品不能与粮油尧蔬
菜等堆放在一起袁不能存放在既往装食物或饮
料的容器中曰特别要防止小孩接触袁以免发生
误服中毒事故遥已失效的农药和杀虫剂不可乱
丢乱放袁防止误服或污染食物尧水源遥

家用杀虫剂尧灭鼠剂尧灭蟑毒饵等严格按
照说明书使用袁放置在不宜被儿童接触到的地
方袁以免误食遥

施用农药时袁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并且遵守
操作规程袁注意个人防护遥 严禁对收获期的粮

食尧蔬菜尧水果施用农药遥 严防农药污染水源遥
对误服农药中毒者袁如果患者清醒袁要立即

设法催吐遥 经皮肤中毒者要立即冲洗污染处皮
肤遥经呼吸道中毒者袁要尽快脱离引起中毒的环
境遥 中毒较重者要立即送医院抢救遥

61尧寻求紧急医疗救助时拨打 120袁寻求健
康咨询服务时拨打 12320遥

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袁 拨打 120急救电话
求助遥电话接通后袁要准确报告病人所在的详细
地址尧主要病情袁以便救护人员作好救治准备曰
同时袁报告呼救者的姓名及电话号码遥 必要时袁
呼救者可通过电话接受医生指导袁 为病人进行
紧急救治遥 通话结束后袁应保持电话畅通袁方便
救护人员与呼救者联系曰 在保证有人看护病人
的情况下袁 最好安排人员在住宅门口尧 交叉路
口尧显著地标处等候袁引导救护车的出入袁争取
抢救时间遥

若是出现成批伤员或中毒病人袁 必须报告
事故缘由尧罹患人员的大致数目袁以便 120调集
救护车辆尧 报告政府部门及通知各医院救援人
员集中到出事地点遥

12320是政府设置的卫生热线袁 是卫生系
统与社会尧公众沟通的一条通道袁是社会公众举
报投诉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一个平台袁 是向公
众传播卫生政策信息和健康防病知识的一个窗
口遥 在生活中遇到相关问题袁公众可通过 12320
进行咨询或投诉遥

62尧发生创伤出血量较多时袁应立即止血尧
包扎曰对怀疑骨折的伤员不要轻易搬动遥

受伤出血时袁应立即止血袁以免出血过多损
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遥 小的伤口只需简单包扎
即可止血曰出血较多时袁如果伤口没有异物袁应
立即采取直接压迫止血法止血遥 如果伤口有异
物袁异物较小时袁要先将异物取出曰异物较大尧较
深时袁不要将异物拔出袁在止血同时固定异物遥
处理出血的伤口时袁要做好个人防护袁尽量避免
直接接触血液遥

对怀疑骨折的伤员进行现场急救时袁 在搬
移前应当先固定骨折部位袁 以免刺伤血管尧神
经袁但不要在现场进行复位遥 如果伤势严重袁应
在现场急救的同时袁拨打 120急救电话遥

积极参加急救培训袁掌握创伤止血技能遥
63尧遇到呼吸尧心跳骤停的伤病员袁会进行

心肺复苏遥
心肺复苏渊CPR冤可以在第一时间恢复伤

病员呼吸尧心跳袁挽救伤病员生命袁主要用于抢
救心肌梗死等危重急症以及触电尧急性中毒尧严
重创伤等意外事件造成的呼吸心跳骤停伤病
员遥 心肺复苏有三个步骤袁 依次是胸外心脏按
压袁开放气道袁人工呼吸遥 胸外心脏按压即救护

者将一只手掌根放在伤病员胸骨正中两乳头连
线水平袁双手掌根重叠袁十指相扣袁掌心翘起袁两
臂伸直袁以髋关节为支点袁用上半身的力量垂直
按压遥 按压深度至少 5厘米袁按压频率至少 100
次/分钟袁连续按压 30次曰用仰头举颏法打开气
道曰口对口人工呼吸渊婴儿口对口鼻冤袁吹气时间
1秒钟袁连续吹 2口气遥 30次胸外按压袁2次人
工呼吸袁为一个循环袁连续做五个循环袁然后判
断伤病员有无呼吸遥如果无呼吸袁继续做五个循
环袁直至复苏成功或救护车到来遥

64尧抢救触电者时袁要首先切断电源袁不要
直接接触触电者遥

在施救触电者之前袁首先做好自我防护遥在
确保自我安全的前提下袁立即关闭电源袁用不导
电的物体如干燥的竹竿尧 木棍等将触电者与电
源分开遥千万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的身体袁防止
救助者发生触电遥

防止触电发生袁学习安全用电知识遥正确使
用家用电器袁不超负荷用电曰不私自接拉电线曰
不用潮湿的手触摸开关和插头曰 远离高压线和
变压器曰雷雨天气时袁不站在高处尧不在树下避
雨尧不打手机尧不做户外运动遥

65尧发生火灾时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尧低姿
逃生曰拨打火警电话 119遥

突遇火灾时袁如果无力灭火袁应当不顾及财
产袁迅速逃生遥 由于火灾会产生炙热的尧有毒的
烟雾袁所以在逃生时袁不要大喊大叫袁应当用潮
湿的毛巾或者衣襟等物捂住口鼻袁 用尽可能低
的姿势袁有秩序地撤离现场遥 不要乘坐电梯尧不
要选择跳楼遥

家庭最好配备家用灭火器尧应急逃生绳尧简
易防烟面具尧 手电筒等火灾逃生用品遥 进入商
场尧宾馆尧酒楼尧影院等公共场所时袁应首先熟悉
安全通道袁 以备发生火灾时迅速从安全通道逃
生遥

发现火灾袁应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报警遥
准确报告失火地址尧火势大小曰如有可能袁尽量
提供详细信息袁如是否有人被困尧是否发生爆炸
或毒气泄漏等遥在说不清楚具体地址时袁要说出
地理位置尧周围明显建筑物或道路标志遥

66援发生地震时袁选择正确避震方式袁震后
立即开展自救互救遥

地震时袁身处平房或低层楼房袁应迅速跑到
室外空旷处遥身处楼房高层袁要迅速躲在坚固的
家具旁尧承重墙的内墙角或开间小的房间袁远离
门窗尧外墙尧阳台袁不要跳楼袁不要使用电梯遥 关
闭电源尧火源遥 室外要避开高大建筑物尧玻璃幕
墙尧 立交桥尧 高压电线等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
方遥

如果地震被埋袁 要坚定生存信念曰 保存体
力袁不要大喊大叫曰可用砖头尧铁器等击打管道
或墙壁发出求救信号遥 震后不要立即返回建筑
物内袁以防余震发生遥

震后救护伤员时袁要立即清理口鼻异物袁保
持呼吸道通畅曰对出血部位及时止血尧包扎曰对
骨折部位进行固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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