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7年9月30日 星期六 编辑谢凤 版式邹洪波综合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APP：i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安岳县中
医院肺病科会准时响起一段舒缓的音
乐。患者们在护士站前的空地上排列
整齐，由肺病科护士带领着做呼吸操。
不仅是肺病科，该院每个科室都会结合
实际宣讲常见病知识以及术前术后注
意事项，还有护士示范脾胃保健操、坐
式站式呼吸操、颈部保健操，并策划、拍
摄、剪辑成视频进行播放推广。

近年来，我市各级医疗机构都成
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的健康教育领
导小组，组成了由各科室科主任或护
士长负责参与的院科两级健康教育网
络。医院门诊和住院病区均设有健康
教育专栏并定期更换内容，各医院医
护人员均能使用健康教育处方、折页、
宣传栏、电子屏幕、口头咨询、医患座
谈会等形式向病人和家属进行健康教
育。同时，医疗机构健康教育人员还

走出医院，每年至少4次深入社区开展
上门服务、健康讲座等健康教育活动。

要让健康的思想广泛传播，让更
多的群众健康起来，仅靠医疗机构是
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更多的健康思想
宣传阵地。我市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逐渐织就了一张
覆盖面广、传播立体的健康教育网。

雁江区中小学校全部规范开设了
健康教育课，并做到了有教材、有教
案、有课时安排、有考试成绩、有效果
和行为评价，开课率达到100%

加强了对各类人群健康教育示范
点的建设。每个县（区）建立了居民示
范社区、每个县（区）至少建立了一个
农村居民示范社区。

结合卫生宣传主题日进行健康科
普宣传，如烟草控制、合理用药、科学
就医、中医养生保健、传染病防治、慢

病防治等。
利用全媒体进行科普宣传，包括

健康教育相关内容宣传单、《资阳市健
康教育》（月/期）、健康教育专栏（季
度/期）、《资阳日报》“疾控与健康”专
栏、资阳广播电视台、资阳市卫计委微
信宣传平台等。

在全市 5 家医院（市第一人民医
院、市人民医院、雁江区中医院、安岳县
中医院、乐至县人民医院）开展健康促
进医院创建工作，编制了具有多种主题
特色的健康教育处方和宣传资料，打造
了安全、卫生、无烟的就医环境。

□ 四川日报记者 朱雪黎

9 月 28 日，2017 四川国际航空航
天展览会开幕前一天，航空工业成都
飞机设计研究所传来消息：我国新一
代察打一体无人机——翼龙 II将亮相
本次航展。

“尽管是‘四川造’，但在四川公开
亮相，还是第一次。”航空工业成都飞
机设计研究所总体部高级工程师郑勇
峰十分自豪，本次亮相的是一架准备
交付的真机，届时将安排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解疑答惑。这些真机都有订单
在身，完成参展等任务后将直接交付
客户。

令郑勇峰自豪的还有一件事。9
月 2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大
型特别节目《还看今朝·四川篇》播出，
节目中将翼龙系列无人机称为“最牛
的无人机”。

“确实也挺牛的。”郑勇峰腼腆地
笑着介绍，翼龙 II 型察打一体无人机

是由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自
主研制，目前已创造了多项“全国之
最”：4200kg，国内察打无人机最重；
370km/h，飞行速度最快；9000m，飞行
高度最高，可部署机场高度最高；国内
察打无人机军贸出口单笔最大合同；
国内首次实现单套地面站控制多架无
人机……

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从无到有，弯
道超车。翼龙 II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
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自主掌握航空装
备的关键技术，成为继美国之后，具备
新一代察打一体无人机研制能力的国
家，跻身世界一流察打型无人机行
列。与同级别的美国“捕食者”系列无
人机相比，翼龙 II 还在局部领域实现
了“弯道超车”。翼龙系列无人机总设
计师李屹东曾介绍，翼龙 II 无人机借
鉴了航天飞机的滑翔控制技术，可以
保证无人机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自
主找到机场备降，电量耗尽也能安全
返航。

说翼龙 II 是“四川造”，除了航空
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在四川，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60%的设备为民企
制造，其中 30%就在四川。”郑勇峰表
示，翼龙 II是军民融合的典范之作，这
与四川积极深入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密
不可分。

“翼龙 II还会更好。”郑勇峰表示，
翼龙 II 无人机在战力上已经与美国
MQ9“死神”相当，未来扩展空间还很
大。目前，研发团队正在着力内部技
术升级等“智能化”改进。“我们要让它
更聪明，更从容应对实战中各种突发
状况。”郑勇峰说，目前无人机的智能
化控制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新的控制
概念、方法和系统层出不穷。翼龙 II
无人机系统设计时从系统构架到设备
能力都留有空间，可以将更新的智能
控制方法集成到无人机系统中，使翼
龙 II无人机可以更加智能地在更加复
杂的环境中运用自如。

原载9月29日《四川日报》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
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
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涉外统计调查
资格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
围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
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统
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经
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由国家统
计局审批。

第五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或者省
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涉外统计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有权采取统计法第三
十五条规定的措施。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从事涉外统
计调查活动的单位、个人，由国家统
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停止调查，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50 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 50万元
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2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
消涉外统计调查资格，撤销涉外社会
调查项目批准决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7 年 8
月 1日起施行。1987年 1月 19日国务
院批准、1987 年 2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2000 年 6 月 2 日国务院批准修
订、2000 年 6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2005 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
同时废止。

让健康教育让健康教育
走进每个人的生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喜迎党的十九大喜迎党的十九大喜迎党的十九大

□ 李远雄

9月27日，乐至县中天镇文化广场
上歌声、笑声、掌声响成一片，以“喜迎
十九大 欢庆国庆节 弘扬正能量”为主
题的中天镇第四届运动会暨第二届“中
天好人”表彰会在这里举行。

上午 9：00，活动在歌舞《不忘初
心》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卓玛》、少
儿舞蹈《青春修炼手册》、小品杂技《踩
刀》等节目依次上演，滑稽搞笑的小品

《势利眼》引得现场观众哄堂大笑……
文艺表演过程中，还穿插了“中天

好人”“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的颁奖
环节。随着主持人一句句质朴的颁奖
词娓娓道来，中天镇的助人为乐典范、
孝老爱亲模范、敬业奉献标兵、好儿媳
好公婆和脱贫致富带头人陆续登上领
奖台。他们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打动
着现场群众，引来阵阵掌声。

“能在国庆节和党的十九大召开
前夕，登上这个领奖台，我感到非常
高兴。”井市村的王冬林激动地说，

“今后，我一定会像今天的节目中所
说的那样，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群
众带好头、服好务，带领大家一起致
富奔小康。”

在文娱表演和颁奖典礼结束之
后便是运动会。率先开局的是“袋鼠
接力跳”，场上的队员们一个个憋足
了劲，场下的啦啦队更是忙着为自己
的“战队”递上点子。比赛过程中，队
员们配合默契，秩序井然，尽管跑错
了赛道，摔了跟头，但场上的激情依
然不减，加油声、呐喊声是一浪赛过
一浪。

在“搬运粮食”的比赛现场，赛道
两旁挤满了观看的群众。比赛队员手

推着独轮车站在起跑线上，随着裁判
员的一声令下，来自桂林片区的陈大
爷率先冲出起点。然而进行不到一
半，由于心急，陈大爷的独轮车便歪歪
扭扭偏出了赛道，引来观众阵阵笑声。

“在国庆节和党的十九大召开前
夕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丰富群
众的文化生活，弘扬社会正能量，为我
们强力‘打造绿色酿乡，构建怡然中天’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天镇党委相
关负责人说。

中天镇：喜迎十九大 别样庆国庆

袋鼠接力跳。

□ 本报记者 曹礼芹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目前缺乏根治的有效药物。但艾滋病是可防可控的！
大家都要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洁身自爱，严禁吸毒，要通过正规途径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近
日，在雁江区迎接镇龙家村，区健康教育所的老师正在开展防艾知识讲座。村民付栋良听了，连连
感叹，“洁身自好对预防艾滋病太重要了。”

现在，安岳居民李斌总是劝他吸烟的朋友，“你也不要吸了，对身体不好。”无意中看到一幅抽烟导
致人体肺部变黑的宣传片后，从16岁开始吸烟的他决定戒烟。戒烟后，久治不愈的咽炎也好转了。

近年来，我市以推进健康资阳建设为目标，以“发挥专业机构优势”“打造健康教育阵地”为抓
手，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营造了有益于健康的大环境，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逐步
得到提高，促进了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

“赵老师，又出来锻炼哇？你现在
是越活越年轻哦，皮肤也越来越好
了！”近日，家住雁城黄泥巴山小区的
73岁老人赵菊娣在九曲河广场散步时
常常听到这样的称赞。赵菊娣多年来
身体一直不好，血压血脂高，心脏也不
好。2008 年开始，听说某某保健品能
治病，她累计花费了五六万购买，但身
体也没见好转。2015年开始在三贤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每月一次的健
康教育讲座后，赵菊娣学会了辨别和
筛选保健品，坚持做康复理疗、每天散
步和做保健操，心情乐呵呵的，身体也
越来也好。在她的带动下，长期宅在
麻将馆的老公也戒烟了，和她一起坚
持参加体育锻炼，夫妻感情也更深厚
了，日子越过越开心。

像赵菊娣这样通过健康教育掌握
健康知识，改变生活状态的市民还有
很多。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卫计委、市疾控中
心和市健康教育所始终高度重视健康
教育工作，着力突出专业机构优势，将
具体健康教育责任和任务分别落实到
各县（区）健康教育所、市级医疗卫生
单位、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于 2007
年在全省率先制定了《健康教育行业
规范》，指导健康教育规范化工作，并
在全省推广。

市健康教育所积极发挥业务指导
职能进行防控知识宣传，按月编写更
新《资阳市健康教育》，并发放到全市
机关单位。不定期对各相关单位、县

（区）开展指导、督导工作。定期深入
学校、医院、重点行业进行工作检查指
导，逐步推动全市健康教育工作规范
化、常态化、科学化。还不定期组织专
家对全市健康教育骨干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各社区成立了以居委会干部为

主的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健康教
育宣传人员队伍，形成了县（区）、街道
办事处、居委会三级健康教育网络。

全市各行各业，结合行业特点成立
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并确定专兼职健
康教育人员专门从事本行业健康教育
工作。在汽车站、超市等主要公共场所
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利用电子显示屏
向过往群众和流动人员宣传健康知识，
让健康知识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各健康教育责任单位结合各类主
题日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发放宣传折
页、宣传单以及环保袋、限盐勺等小礼
品，引导居民将健康生活理念融入日
常生活当中。开展与居民健康需求密
切相关的健康知识巡讲，帮助居民预
防疾病，提高生活品质。调动市民积
极性，组织和推广健身踏步操活动，切
实响应“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的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在全省率先制定行业《规范》强化专业宣传指导

关键词：专业

打造健康教育阵地编织立体健康教育网

关键词：阵地

□ 四川日报记者 朱雪黎

这两天，航空工业成飞民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唐建中收到不
少外地亲友的问候电话、微信。“都是看
到电视直播后来联系的。”他打趣说，上
一次被电话“集中轰炸”，是今年 5月 5
日，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那天。

作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机头专业
化研制基地，航空工业成飞民机从来
不缺关注度，随着国产喷气式支线客
机ARJ21运营、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
成功，关注度更是热潮一波接一波。9
月 2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大
型特别节目《还看今朝·四川篇》现场
直播了国产大飞机 C919 机头生产制
造的场面，就是成飞的一个车间。

“有种骄傲叫‘四川造’，亲身参与
制造的更骄傲。”看完直播，该公司工
程部高级工艺师陈勇有感而发。作为
一名国产飞机制造“老兵”，除 C919
外，他还参与了国产喷气式支线客机
ARJ21、国产水陆两栖飞机蛟龙 600等
机头制造。在他看来，四川的高端制

造能大放异彩，关键在于把创新看得
重、落得实。

车间里的变化，就是缩影之一。
在 C919 机头生产车间，看不到一张
纸，更看不到四处散落的零件。“现在
是全三维图纸，从设计一直延伸到制
造。”陈勇介绍，技术人员只需打开电
脑，全三维图纸上，机头内外所有参数
一目了然。在以往，都要靠人测量，全
数字化后精度更高、更方便，质量更有
保障。而机头部段与前机身、雷达罩、
前起落架之间协调关系极其复杂，外
形呈多曲面，设计精度要求高，制造难
度大。以往要靠人测量，全数字化后
精度更高，质量更有保障。

与国产比创新多，与国外同类型
飞机比也是如此。唐建中表示，波音
737 和空客 A320 是 C919 的正面竞争
对手。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市场
竞争力。以前风挡设计为例，一般机
型采用压板式设计，窗框结构较为厚
重，而 C919 机头采用承载式风挡设
计，风挡参与受力，开口相对少，减少
了飞机头部气动阻力。目前干线客机

中，只有最新的波音 787采用该结构。
除了承载效率更高，飞行阻力更小更
省油，还升级了驾驶体验。“A320、B737
有 6块风挡玻璃，而C919机头采用宽
窗设计，只有 4块大型风挡玻璃，感觉
就是一个全景天窗。”

首飞之后，改进与创新的步伐没
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快。“接下来几年
里，还有5架C919承担不同任务，进行
飞行试验，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唐
建中表示，首飞只是一个新起点，如
今，他们正全力配合中国商飞，根据飞
行试验进行更多改进和创新。

航空工业成飞民机也是全球航空
巨头青睐的合作伙伴。近日，航空工
业成飞民机获得空客公司颁发的“最
佳表现奖”。这也是空客公司首次颁
发该奖项给亚太区（含中国）供应商。
目前，航空工业成飞民机已成为中国
商飞、欧洲空客、美国波音、法国达索、
美国凯旋等国际知名航空制造企业的
优质供应商，在制的A350扰流片及下
垂板、B787方向舵等项目已成为全球
唯一供应商。

首飞成功后还有更多飞行试验

“机头专业户”创新不停步

翼龙Ⅱ
“四川造”最牛无人机正在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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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受理环境保护信访举报处理情况汇总表
收到举报数量

（件）

来电

34

注：统计自2017年9月8日起至前一日的环境保护信访举报办理情况。“来电”指“12369”环保热线，“来信”指市（州）长信箱。

来信

1

合计

35

受理举报数量
（件）

来电

34

来信

1

合计

35

已办结
（件）

属实

21

不属实

2

合计

23

责令整改
(家)

24

立案处罚
(家)

2

罚款
金额
(万元)

5

立案侦查
(件)

1

拘留
（人）

行政 刑事

约谈
(人)

问责
(人)

（2017年9月28日）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