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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8日，河南省应

急救援协会会长陈水全应邀来到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为该单位的干部职工

进行了野外作业安全培训。郑州

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1978年建

立，距今已有40多年，为改善矿

山环境和生态平衡及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单

位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外出勘探工

种也会遇到各种野外突发险情，

因此相关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培训中，陈会长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围绕2021

年“11·13镇沅哀牢山地质调查队

员失联事件 ”进行了剖析和讲

解，向大家普及了野外应急和求

生知识，教授了野外生存及自救

互救技能，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

的一致好评。

　　培训结束后，该单位相关负

责人与陈会长进行了深入交流，

高度认可此次培训成效，期望将

来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极

力保障干部职工在工作及生活中

的人身安全。陈会长表示，协会

是以应急救援为专业的慈善组

织，科普应急安全知识和技能是

协会重要工作之一，非常愿意为

社会提供此类服务，从而提高公

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水

平。(完)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野外作业安全培训



　　为全面贯彻落实郑州市委、

市政府、市国资委关于应急能力

提升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

处理突发事件应急能力，郑州控

股公司联合国创文化公司在二砂

文创园于4月14日举办2022年应

急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

活动特邀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导

师郭瑶、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

全专业委员会教员王炎伟，郑州

消防救援支队二七区大队康佳路

中队指导员李明举等进行培训，

郑州控股公司及国创文化公司全

体员工参训，市国资委三级调研

员范桂田、信访处处长夏建新莅

临指导。

　　本次应急能力提升专项培训

活动共分为应急理论知识培训、

应急疏散逃生演练及消防演练三

大项。在理论知识培训课上，郭

瑶导师向大家普及了日常止血包

扎、骨折固定、 心肺复苏等院前

急救知识，并通过员工互动，进

一步激发了大家学习积极性，切

实使员工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急

救知识。随后，李明举指导员通

过火灾真实案例向大家科普了消

防知识要点，让大家对消防安全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理论授课完

毕后，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一股浓烟瞬间弥漫整个会场，应

急疏散逃生演练正式开始，在河

南省应急救援协会特级教员王炎

伟的指导下，全体员工快速、安

全、有序从 “火场 ”撤离，抵达安

全区域，顺利完成此次应急疏散

逃生演练。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应急能力提升专项培训



　　2022年4月22日，河南省应

急救援协会会长陈水全应邀来到

郑东新区政法委，为该单位干部

职工及12个乡（镇）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进行 “7·20”特大暴雨灾害

整改应急救援培训。

　　培训中，陈会长依托 “7·20”

特大暴雨灾害教训，首先强调了

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性，同

时利用多年来在应急工作中积累

的实战经验，从政策宣讲、案例

剖析、常识普及和自救技能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科学

地的讲解。本次培训有效推动了

应急处置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全

面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单位职工

遇险时的应急能力和安全意识，

全面提高干部职工的自救、互救

技能，有针对性地做好遇灾遇险

后的应急处置工作。

　　郑东新区政法委副书记吕冉

表示，组织开展城市灾害科普与

开展应急处置培训 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

　　此次培训加强了公司应急体

系建设，提高了员工事故灾害应

急救援能力，为公司应急能力提

升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进一步落

实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推

进平安建设工作，全面提升了基

层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质量建设

平安国企创建了良好的安全环

境，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

供了有效保障。(完)



　　2022年4月10日15:20，济

源市应急救援协会接警称，济源

沁河有人溺水，急需救援。济源

市应急救援协会向省协会报备

后，立即调派济源应急救援队集

结队员到达现场，展开搜救行

动，期间驾驶冲锋舟反复搜索，

并用声呐在落水区扫描，直至21

时许没有任何结果，全员下撤。

　　11日早上8时整，济源应急

救援队集结20名队员继续搜救，

驾驶三艘冲锋舟，利用声纳，水

下照相机等各种手段，和沁阳铁

三救援队的潜水员相互配合搜索

附近水域一整天，天黑时起大

风，风力达到八级，不适合继续

搜救，22时许决定收队，次日继

续。

　　12日，济源应急救援队6名

队员，和消防救援队联合搜救，

直至中午12:37，救援队潜水员

在水下发现溺水者遗体，将其打

捞上来，本次持续三天的救援行

动结束。(完)

济源沁河搜救溺水者

处置培训会是有效提升应急处置

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

和举措，大家要充分认识培训的

重要意义，深刻理解掌握培训知

识，全面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能

力，切实推动应急处置和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任务高效落实。(完) 



　　2022年4月9日，河南省应

急救援协会会长陈水全、副会长

闫卫洲等一行三人应邀来到河南

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参加以

“凝心聚力、携手前行 ”为主题的

商协会联席会议，同时还有河南

省川渝商会、河南省江苏商会、

河南省消防协会、河南省人像摄

影协会、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

河南家政联盟、圆方非公党建学

院、郑州市女企业家协会、郑州

市金水区企业家协会等单位的负

责人出席了本次座谈。

　　期间，参会人员对河南省清

洗保洁行业协会的党建文化、发

展历程进行了参观了解，并就携

手发展合作的倡议达成共识，将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凝心聚

力、共同携手、共同前进，为今

后各商协会间的合作桥梁打下坚

实基础。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会长陈

水全在会中表示，通过此次联系

会议，让各商协会之间更加了

解，提出今后将在党建引领下，

与大家共同推进开展内部循环的

沟通、交流与合作。(完)

凝心聚力  携手前行



　　四月份以来，全国疫情防控

工作没有放松，但同时面临着五

一小长假的到来。以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为核心，扎实推进指

挥体系建设和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为切实做好疫情状态下火灾

防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

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河

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全专业委员

会（以下简称安专委）广泛开展

了各类公益性培训活动。

　　4月14日，安专委走进了郑

州市中心医院，深入医院各科室

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消防安全培

训，基本实现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的目标。理论培训课中， 教员结

合近年来发生院火灾案例，就各

种火灾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疏散

逃生以及各类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方法等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真实典型的火灾警示片触

目惊心，给人们惨痛的教训，警

示职工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增

强消防安全意识，加强消防安全

管理，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积极

主动做好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预防和避免火灾造成的人身伤害

和财产损失。

　　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还进

行了消防疏散与防汛演习，通过

此次培训，进一步丰富了全院员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
四月份工作总结报告



工的消防安全知识，提高了大家

处置火灾事故的安全自救和互救

能力，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强化日

常防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

掌握基本灭火、自救和逃生的方

法，进一步提高了全院员工消防

意识、消防知识水平和防火技

能。激发员工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从

而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实、做细。

　　四月份，安专委共计开展线

下培训128场，其中机关单位54

场，包含了河南省监狱管理局、

郑州国资委、郑州市统计局、郑

州绿化委员会、郑州市军干一

所、郑州市二七区审计局、郑州

市二七区司法局、郑州市二七区

科技局、 郑州市二七区医疗保障

局、郑州市二七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郑州市二七审计局、 郑州市

烟草局西城分局、管城医保局、

圃田乡政府、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妇产医院、长江医院、郑州

莲花堂中医院、杨桥派出所、十

八里河派出所、迎宾路派出所、

河南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一地

质大队、地铁8号线01标指挥部

等单位。

　　无论是消防安全还是疫情安

全，都是学校的安全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全校师生人身安全

与学校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更

是维护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的

重要基础。不止是师生应该积极

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牢固树立消

防安全意识，时刻绷紧消防安全

这根弦，家庭的安全到位也同样

重要。

　　随着夏季来临，各家庭或是

单位因夏季高温等问题导致火灾

隐患上升，疫情防控、消防安全

正值防控敏感期。为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及消防安全工作，为进一

步加强日常生活中家长的火灾防

范能力，安专委继续联合教育

局、各中小学及幼儿园，为广大

家长们开通了在线消防安全 “家

长课堂 ”。利用每天特定时间

段，在线为大家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的讲解。

　　直播课上，针对现阶段疫情

防控提醒,安专委的教员对个人家

庭的防护要领做了详细的讲解，

同时对近期发生的火灾事故案例

进行了剖析，阐述了做好当前家

庭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并深入浅出的将生活中造成

火灾的原因和安全用电常识及电

气火灾预防、常见火灾及处理方

法等消防知识作了详细的讲解。



　　教员借助PPT课件演示、提

问互动等形式，通过触目惊心的

火灾现场，一个个真实又发人深

省的火灾案例，用 “血 ”的教训警

示大家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教

育大家在单位或家庭无人时要关

闭电源、燃气等设备，定期检查

消防设施，积极主动做好单位及

家庭的消防安全工作。

　　参加 “家长课堂 ”的家长们不

仅可以在线学习消防知识，课后

还可与宣教老师在线进行一对一

沟通，就关心的问题进行答疑解

惑。这一新型的培训方式得到了

广大家长们的欢迎，纷纷表示希

望保持常态化宣教，让大家学习

到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

　　截至30日，安专委共计开展

“家长课堂”宣教讲座17场，受训

人次达到514296人，对切实做

好火灾的防范工作具有深刻的意

义，为维护疫情期间消防安全形

势的持续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疫情需要防控，火灾需要预

防，安专委将继续保持初心，加

大对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安全知

识普及工作，在做好消防安全知

识宣传的同时，加强对防震、防

溺水、紧急救护等方面的知识普

及，为减少各类灾害的发生做出

应有的贡献。(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