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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泄漏的原因主要有：
软管超过安全使用期限使胶管老化龟裂、脱落；

燃气灶具点火失败，致使未燃烧的燃气直接泄出；

锅内液体溢出，浇灭正在燃烧的火焰；

管道腐蚀或燃气表、阀门、接口损坏；

搬迁、装修或人为在室内管道上拉绳、悬挂物品等外力破坏等。

随着酷夏来临，居民们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要注意用气安全，与燃气“和平”

相处。

为了避免燃气闪爆事故的发生，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用户：
一、夏季长时间使用燃气，易使室内氧气不足，应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尤其是使

用燃气热水器的用户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二、使用天然气时要有人看管，烧水、煮奶、煮粥时器皿不要装得太满，以防溢出将

炉火浇灭发生漏气。

三、胶管长期使用易发生老化现象，建议用户定期更换，并用卡具将胶管固定好。

四、不要在装有燃气设施的室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更不能存有第二火源；不要在

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和存放物品。

五、在进行室内装修时，不要自行移动燃气设施，否则会破坏原有燃气设施的气密

性；也不要将燃气表、燃气管道、燃气阀门密封起来，以免埋下安全隐患，若需移改，可以

找燃气公司来施工。

六、为了便于识别天然气泄漏，燃气中添加了臭味剂，燃气泄漏后会有一种臭鸡蛋

味道，用户如在家中闻到这种气味，很可能出现了天然气泄漏，此时千万不要操作家里

的电器开关和拨打电话，不能动用明火，要及时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离开现

场报修。

天气渐热 燃气闪爆需警惕

误区一：装修时将燃气管道、燃气表等设施封闭起来！

很多家庭装修时，为了美观，将燃气管道和燃气表封闭在柜子里，有的甚至将管线

暗埋在墙壁中，这样是大大不可取的！因为燃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

常检查和定期保养。将燃气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和维修工作带来不便，如果发生

燃气泄漏，燃气聚集在密闭环境里极易发生爆燃，引发火灾或爆炸事故。

误区二：家里买的灶和热水器有保护功能了，不需要防护了。

正是考虑到燃气泄漏的危险性，所以现在很多灶具和热水器都带有了保护功能，

买这样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灶具和热水器发生危险的可能，但多数人片面的

把这些保护功能理解为了全面安全防护，实际上对于管道事故，这些保护功能是远远

不够的。

误区三：燃气胶管长年不更换！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燃气连接管有很多种，有的是胶管、有的是不锈钢软管。燃气

胶管应定期更换，视使用环境的不同，一般情况下每2年应更换一次，如果发现胶管产

生硬化、老化、龟裂等现象，就要及时更换了，若不及时处理极易发生燃气泄漏。使用

胶管应尽可能短，一般规定不应超过 2 米，且不能穿墙。所以大家要随时检查胶管情

况，如有老化现象，请及时更换新管。不锈钢软管是近年新推出的产品，建议大家使用

不锈钢软管。

误区四：发现燃气泄漏发现燃气泄漏，，在现场拨打电话报警在现场拨打电话报警！！

发现室内燃气泄漏发现室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请保持冷静，，禁止一切火源禁止一切火源，，严禁在屋里开关一切电器包括拨严禁在屋里开关一切电器包括拨

打固定电话或手机打固定电话或手机，，即使是拔掉电器插销也不可以即使是拔掉电器插销也不可以，，因为很容易引发电流因为很容易引发电流。。首先要及首先要及

时开窗通风时开窗通风，，让泄漏的燃气散发到室外让泄漏的燃气散发到室外。。敲门通知邻居敲门通知邻居，，切勿使用门铃切勿使用门铃，，迅速撤离现迅速撤离现

场场，，在没有燃气味的地方拨打燃气客服电话报警在没有燃气味的地方拨打燃气客服电话报警。。

误区五误区五：：厨房堆放杂物厨房堆放杂物，，或将厨房改为卧室或将厨房改为卧室！！

有的用户认为自己不做饭有的用户认为自己不做饭，，就可将厨房改为仓库或者卧室就可将厨房改为仓库或者卧室，，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使使

用燃气的房间集表用燃气的房间集表、、灶灶、、输气管道于一室输气管道于一室，，一旦出现漏气一旦出现漏气，，燃气浓度过高时燃气浓度过高时，，由于氧气由于氧气

不足会使人窒息不足会使人窒息，，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因此因此，，厨房等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当厨房等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当

作卧室使用作卧室使用。。厨房内也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厨房内也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要保证用气环

境通风良好境通风良好。。

这些燃气误区一定要知道！
否则可能会要命！

每年的每年的66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今年的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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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
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偏南风 7-8 级阵

风9级。 苍南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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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 通讯

员 王道群）“陪着自己一起长

大的桥突然就要拆了，心里还

是很不舍得的。”一座桥、一段

路，几十年默默陪伴，于是它们

就有了温度。老龙港大桥要拆

除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群众便

专程来到大桥边，想通过手机

记录下老桥最后的模样，他们

坦言希望以这种方式纪念自己

逝去的青春。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老龙

港大桥，看到工人们正将一块

块桥面撬起，一根根桥墩除去，

这也标志着这座服务了30年之

久的桥梁正式和人们作别。“现

在老桥的水上四块已经全部完

成，水面的四个桥墩也已经全

部切割完成，接下来将对水下

承台和桩基进行拆除。同时，

我们会把老桥的 10 号、14 号

墩承台和桩基进行保留，作为

新桥的防撞墩。”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老桥于 5 月 24 日正式

开始拆除，预计7月中旬将全部

完成。

1989年建成通车的老龙港

大桥算是一个“元老”了，它跨

越鳌江航道，连接我县龙港和

平阳鳌江两大重镇，作为连接

龙金大道和104国道的纽带，是

龙港和鳌江西片交通的咽喉，

是江南乡镇对外交通的重要关

节点。曾几何时，每当夕阳西

下，周边市民都会在桥上漫步，

或者静静听着从桥上传来的各

种车辆发出的“滴滴”“嘟嘟”

声......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好的

回忆。

30 年弹指一挥间，陪伴了

一代人成长的老桥早已容颜老

去。据了解，老龙港大桥因桥

墩屡遭船舶撞击，几经修复后

于 2011 年鉴定为四类危桥，同

时对大桥进行限载限速通行

时，对当地的交通运输和经济

社会发展也带来较大影响。为

彻底解决老桥安全问题，方便

鳌江两岸人民出行，苍平两县

在2014年启动龙港大桥改建工

程，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通

车；老龙港大桥后经部门研究

决定，将进行拆除。

此外，为保证大桥顺利拆

除，保障航道安全，县港航管理

局承担了大桥上游水路安全监

管任务，在上午 7 点至晚上 7 点

施工期间，该局将出动执法艇

进行 12 小时巡航监管，严禁船

舶在施工时段航行。

陈伟俊来苍调研时要求

唱响改革最强音 实现发展新跨越
本报讯
记者 陈薇拉

昨天，副省长、市委书记陈伟

俊率队来我县调研，并看望慰问

部分老党员。调研中，陈伟俊充

分肯定了苍南的发展，并寄语苍

南要凝心聚力、团结一致，紧紧抓

住历史发展机遇，继续唱响改革

开放最强音，努力实现苍南高质

量发展的新跨越。市县领导王

军、黄荣定、郑建忠等陪同调研。

陈伟俊一行首先实地考察了

龙港新城和龙港镇，详细了解龙

港发展历史、未来规划及龙港新

城建设进展。据介绍，龙港镇作

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经历了三次

历史跨越，自 2014 年被列为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正不断

从产业城向新型城市迈进。截止

目前，龙港新城共投入建设资金

约100亿元，完成吹填造地2.35万

亩，产业集聚区已引进企业89家，

辖区内路网框架已初步成型。俯

瞰龙港的新老城建设，陈伟俊频

频点头，表示肯定。

在苍南仪表集团，陈伟俊走

访参观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检

测中心等，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

当得知苍南仪表是一家专注燃气

计量仪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投入千万

用于技术创新，去年已实现销售产

值超 7 亿，并在走上市之路，陈伟

俊对其大加赞赏。他说：“苍南仪

表能够坚守实业不动摇，坚持推进

技术创新，并努力朝着 IPO方向发

展，还认真落实‘四换三名’，通过

‘机器换人’，实现在人员减少的情

况下产值不断翻番，不断提高人均

产出，这必将对苍南的企业起到重

要的引领作用。”

借着“七一”来临之际，陈伟

俊还走访慰问了我县部分老党

员，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在“中

国第一座农民城”的开创者陈定

模家中，陈伟俊与陈定模亲切地

拉家常，探讨温州未来的发展。

陈伟俊对陈定模说：“龙港曾引领

了一个时期的发展，也树立了一

种精神标杆，贡献很大。你站在

改革开放的前沿，在特殊的历史

时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向你表

达敬意和慰问，希望你继续在温

州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贡献

力量。”在抗战前老党员林鼎叶家

中，看着94岁的林老精神健硕、家

庭和睦，陈伟俊甚是欣慰，他说：

“我们今天有幸福生活都是老一

辈打下的基础，感谢您以前为革

命建设发展做出贡献，也祝愿您

健康长寿幸福。”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苍南县工

作汇报会上，县委书记黄荣定向

陈伟俊一行汇报了苍南的基本县

情、苍南“1+5”发展目标定位以及

近年来主要工作开展情况等。黄

荣定说，近年来，苍南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紧紧围绕“1+5”发展目

标定位，以党建为引领，以发展为

主线，以改革为动力，攻坚奋进，形

成了“铸铁军、打硬仗、出实绩”的

浓厚氛围，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

的良好态势，2017年全县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512.7亿元；今年1-5月，

财政总收入已达31.7亿元。

听取汇报后，陈伟俊对苍南

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他

说，苍南始终走在改革的前列，改

革潮流在苍南大地不断涌动，随

着重大项目的落地、高铁经济的

发展，苍南的各项优势在不断凸

显，苍南不仅潜力巨大，而且大有

可为、大有前途。陈伟俊指出，苍

南要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打

造浙江美丽的南大门。通过对接

“大湾区”建设，谋划特色鲜明的

主导产业；融入“大花园”建设，在

产业发展中做出特色和亮点；推

进“大通道”建设，让苍南成为重

要的交通枢纽；还要助力“大都市

区”的建设，努力成为区域性重要

的中心城市。

“苍南有今天的发展成绩是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陈伟俊强

调，苍南要继续深化改革，坚定大

抓项目，激活加快发展的动力

源。不仅要继续招大引强，还要

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

业提升，更要在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培育上走出新路子，挖

掘潜力，引领发展。在新的历史

节点上，苍南要在深化改革攻坚

上更快一点，在扩大对台合作上

更进一步，在加强内外联动上更

进一程，抢抓机遇，勇当改革开

放排头兵，再创更多的全国第

一。苍南还要继续夯实基层基

础，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坚决守

牢安全底线，坚持固本强基，开

创政通人和的新气象，凝心聚力，

团结一致，实现经济社会的稳步

提高，让苍南的发展迈上一个全

新的台阶。

老龙港大桥开始拆除老龙港大桥开始拆除 农污运维有了
专业“经纪人”
三年共试接收
481村372个终端

玉龙湖景区
警务室正式成立

“大水缸”
有新保护伞

我县向黑恶
势力“亮剑发声”
公开征集线索，
最高奖励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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