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长春农安油库
开展六项技能培训

吉林省发布自然灾害风险分析报告———

7-9月 有仨台风可能影响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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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交车这样流动的小
社会，车厢的卫生环境和文明
服务至关重要，作为长春公交
集团南通公司五车队高新二
号线二星级驾驶员，张浩把乘
客挂记在心，实际工作中用行
动让乘客有一个良好的乘车
体验。车厢内不仅准备了应急
药箱和一次性便民服务口袋，
张浩还在车厢内饰上下功夫，
业余时间，他自掏腰包网购一

些环保的饰品简装模板，通过
自己的巧手加工，然后挂到车
厢的适当位置， 既美观又实
用，给广大乘客带来了耳目一
新的乘车愉悦感，乘客经常给
他好评点赞。 文明长春，因有
你我。 张浩说，公交服务无止
境，平凡的岗位要想把工作做
得更好， 安全驾驶固然重要，
车厢服务更要勇于创新。

/杨美娜

车厢服务创新 公交小哥获乘客好评

“小伙子车开得好， 我们
老两口坐他的车， 心里就特
舒坦。”78岁的张大爷老两口
每天都要去南湖公园锻炼，
老两口对长春公交集团南通
公司 13 路车队五星级驾驶
员王京的印象， 除了用一个
拇指点赞的手势， 更多的是
对王京道不尽的感激。 王京
的车不仅整洁干净， 还备有
急救“贴心药盒”和老花镜、

放大镜， 关键时刻这些东西
都能派上用场。 张大爷说，老
伴有一次车厢内突发心脏
病， 车厢内王京准备的速效
救心丸瞬时发挥作用， 类似
的情形在王京和 13 路同事
们的车厢内不知发生过多少
回。 近日，面对乘客送来的感
谢信，王京说，这是对 13 路
公交人的认可， 他还要继续
努力。 /李硕

贴心药盒关键救急 13路好小伙王京获赞

“只要见到这闺女， 就感
觉特别亲切，这么多年，她的
车我可没少坐，车厢卫生好，
服务态度更好。 ”长春市民张
大娘经常乘坐长春公交南通
公司 13 路公交车，驾驶员杨
晓红的名字早已印入脑中。
作为五星级驾驶员， 杨晓红
多年来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把热情和温暖， 在服务乘客
的过程中，传递给更多的人。

“车厢虽小，但这个流动的小
社会每天迎来送往来自四面
八方的乘客， 车厢服务的优
劣直接影响着乘客的乘车体
验，服务细节不容忽视。 ”杨
晓红说，作为“全国三八文明
线”上的一名公交驾驶员，多
年来的坚守和执着， 内心那
份责任感越发强烈， 把车开
好的同时， 更要把广大乘客
时刻挂记在心。 /李硕

13路杨晓红：责任在肩 心有乘客
公交之声

气候趋势预测
据省气象局综合分析预测，7-9

月份，全省平均气温20～21℃，比常
年同期 (19.6℃) 偏高， 与去年同期
（20.7℃） 相近； 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350～400毫米， 比常年同期（349.2
毫米）略多，比去年同期（421毫米）
略少。

7月份全省平均气温为23℃左
右，比常年略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
为140～160毫米，比常年偏少1成左
右。

8月份全省平均气温22℃左右，
比常年略偏高； 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60～180毫米， 比常年偏多2成左
右。

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
根据各部门监测预测的情况综

合分析，7-9月份期间， 全省各类自
然灾害风险形势如下：
（一）洪涝灾害

7-8月份全省有区域性暴雨和
局地强降水，冰雹、雷电、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增多，发生城市内涝、
局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
风险较大，对公路、铁路、桥涵也有
较大影响。7-9月份，可能有3个左右
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省， 造成全
省发生局地强降水和区域性暴雨洪
涝灾害的可能性加大。 从流域来看，
松辽流域降水将接近常年同期或略
偏多，有发生中等以上洪水可能。 松
花江干流、东辽河、辽河干流、鸭绿
江、图们江、浑江、牡丹江上游降水
正常略偏多，饮马河、伊通河、拉林
河可能出现局地性暴雨引发的山洪
或中小河流洪水；嫩江、西辽河、大
小凌河降水正常略偏少。
（二）地质灾害

根据相关监测综合预测，7-9月
份， 全省发生地质灾害数量与常年
相当， 发生时段为7月下旬和8月上
旬， 主要是受极端天气或受台风影
响形成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
害。 发生地质灾害的重点地区为吉
林、白山（含长白山保护区）、通化和
延边， 规模以小型为主， 类型以崩
塌、泥石流为主。
（三）农业生物灾害

据农业部门预测，7-9月份，玉
米螟全省中等偏轻发生， 局部存在
重发的可能；玉米蚜虫、玉米大斑病
全省中等发生，局部地区偏重发生。
水稻二化螟、 水稻稻瘟病全省中等
偏轻发生，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全国
三代粘虫中等至偏重发生， 玉米为
主的禾谷类作物田块局部有出现高
密度集中为害的可能， 可能对我省
产生影响。
（四）干旱灾害

7-9月份，全省平均气温正常略
高，有明显的高温时段，其中7月-8
月上旬是我省高温天气多发期，将
有阶段性高温少雨天气， 有发生阶
段性干旱灾害的风险， 再加上降水
时空分布不均， 省内西部地区降水
偏少， 要注意密切监视伏旱灾害的
发生。

防范应对措施
（一）加强灾害天气的监测预警

和会商研判， 做好人员和物资准备
工作

各相关部门、各市（州）、县（市、
区） 要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
警和信息发布工作。 气象等部门要
及时做好暴雨以及雷电、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的监测预警和会
商分析，及时发布气象预警预报；自
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

测预警，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报；农
业部门要及时做好病虫鼠害的防治
工作。 各部门应强化值班值宿和重
大灾害事件日报制度， 加强对汛期
灾情和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灾情的
会商核定，积极做好人员、物资等方
面的准备， 把工作和责任落实到具
体岗位和人员。

（二）做好局地暴雨洪涝和流域
性洪水防御工作

各相关部门应牢固树立防大
汛、抗大灾的思想，全面排查各类影
响防汛工作的安全隐患， 及时处置
险工险段；细化防汛措施和预案，严
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度。

（三）做好东部山区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

通化、白山、延边等东部山区应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巡查，
对发现的灾害隐患点要及时纳入群
测群防或专业监测体系， 严格落实
监测责任人，设立警示标识牌，并采
取措施及时治理。

（四）做好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工
作

要加强对重点区域、 重点县市
农业病虫害的动态监测， 及时做好
灾害性天气应对预案及农作物防御
工作， 农业部门要组织专家开展督
导和技术指导， 指导农民采取有效
的防灾减灾措施，加固农业设施，减
轻灾害影响。

（五）科学蓄水，做好抗旱准备
工作

预计中西部地区会发生阶段性
伏旱灾害， 要积极做好农业抗旱工
作。各大中型水库要根据雨情、水情、
旱情的变化，做好水利工程的科学调
蓄作用，以满足工、农业用水需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为全力促进“地摊经济”“夜市
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安机
关行政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近日， 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安机关
采取有力举措， 为新一轮促消费扩
内需政策提供坚实保障， 切实维护
好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根据地摊经济特点， 省公安厅
部署有关警种和各地公安机关根据
摊点摊位分布、面积、人车流量及社
会治安情况，分类分级划定警务区、
巡逻区，科学整合交警、派出所、综
治、企事业单位等巡防力量，充分挖
掘机关、所队、社区民警三级值班警
力，加强经营区巡逻防控力度，夜间
实施“警力常在、警灯常亮”工程，切
实提升商品经营者、 消费者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 同时，加强核心区域等
易发案部位公共视频监控点位运行
维护，按需增设移动式、便携式摄像
机，实现夜间管控智能化。

6月份以来，白城市公安局每天
出动 2 组警力， 在开发大街夜市和
幸福街夜市开展武装治安巡逻，维
护夜市经营秩序，提高见警率，最大
限度减少各类案事件的发生， 努力
为群众和商家营造一个和谐、 安定
的休闲经营环境。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及时发现并严厉打击摊点摊区出
现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拎包扒窃
等违法犯罪活动， 特别是对各类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坚持重拳打击、依
法惩处， 切实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 同时，加强与市场监管、城市管
理、卫生健康等部门的执法协作，严
厉打击采购加工病死畜禽肉、 走私
冻肉、野生动物肉等肉制品，有效整
治寻衅滋事、 强讨恶要等街面治安
突出问题，营造良好经营活动氛围。

松原市公安局宁江一分局着力
防范和消除在经济复苏、 经济繁荣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治安问题风险，
严厉打击“两抢一盗”、寻衅滋事等
违法犯罪活动， 及时排查化解经营
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从治安防控、社
会管控、秩序查控等方面做细做实，
全力护航辖区“地摊经济”。

据了解， 全省交警部门按照部
署要求， 根据摊点摊区开放时段及
人车流情况， 加大路面勤务安排和
警力调配，精细分配道路资源，优化
交通组织， 加强经营区及周边交通
疏导，有效实施远端分流管控，提升
道路通行水平。 盘活现有各类停车
资源，落实各类公共信息发布渠道，
为驾驶人提供可靠和带有预见性的
停车信息， 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和出
行路径。 在城市非主干道， 允许商
场、商铺、个体户货运车辆在道路边
侧短暂停靠装卸货物， 对不影响正
常道路通行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
予处罚，提升公安执法的社会效果。

6月 5日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多

种美食齐聚四平市万达广场、 铁西
步行街等夜市， 共同组成了深受市
民所喜爱的“网红美食街”。 当天起，
每天 16 时至 23 时， 四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全部警力分成若干勤务小
组， 在美食街周边指定区域摆放锥
桶， 指挥车辆和行人有序、 规范通
行，确保“夜市”经营区及周边道路
交通秩序良好。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民警在
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盗、防骗、
防火等安全常识宣传， 及时发布治
安警示信息， 提高群众安全防范能
力。 在摊点摊区出入口设置派出所
报警电话，快速受理、稳妥处置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治安问题。 依托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协助街道、
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全面摸排掌握
辖区失业困难群众， 帮助其通过摆
摊设点等渠道灵活就业。 针对“夜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食品安全、违规经
营、噪声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公
安机关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
治，最大限度减少次生矛盾。

近日，长白山“池南夜市”正式开
市。 市场开放后，长白山边境管理支
队池南边境派出所民警总结了疫情
防控和治安防范的“四防”小提醒，专
门制作成警民联系卡，发放至每一名
商户手中，叮嘱他们做好顾客的体温
检测、日常消毒、防火防盗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警灯常亮严打犯罪疏堵保畅

全省公安机关全力保障“地摊经济”健康发展

为提高油库员工综合素
质和技能操作水平，实现一人
多能、一人多岗，为油库大班
组运行提供保障，中国石化吉
林长春石油农安油库营造员
工学技术、 练技能的良好氛
围， 结合“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开展六项技能培训，进一
步提升油库基础管理水平。

公司聘请专家为员工培

训安全应急、检修、计量、发
油、 卸油、 化验相关理论知
识；员工利用作业空余时间，
开展现场实操等多种形式的
技能岗位大练兵活动， 以理
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查漏
补缺，为“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提供人才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市石油积极开展
“一键加油”等业务推广宣传工作

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的关键冲刺阶段， 为确保客
户第一时间知晓加油站最新
活动信息， 中国石化吉林市
石油积极行动， 在客户微信
群每日循环发布活动信息，
站内员工 24 小时在线解答
客户问题， 满足客户需求。
各片区经理带队， 灵活推介

“一键加油”“和包支付”“电

子发票” 等业务， 并对长城
润滑油等商品进行重点推
介。 通过员工的细致讲解和

“一对一” 演示吸引了大批
客户， 很多客户在现场纷纷
下单。 吉林市石油热情周到
的服务、 细致严谨的态度受
到客户好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松原石油
推动非油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百日攻坚创效” 行动开
展以来， 中国石化吉林松原
石油坚持创新思维， 非油品
线上线上联动， 攻坚创效取
得新成效。

线上创新“互联网 +”经
营理念， 一是依托“加油吉
林”APP 平台， 开展线上注
册、充值、消费等组合营销；
二是与饿了么外卖合作，既

便捷客户又实现销售创收；
三是开通抖音平台， 扩大品
牌影响力。 线下以各种节日
为契机，制定酒类、食品、润
滑油等“满减券”组合营销；
开发出租车专用润滑油市
场，多措并举确保“百日攻坚
创效”行动取得胜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近日，吉林省减灾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
农村厅等部门根据综合监测情况，对2020年7至9月份全省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