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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二）消防安全小常识 停电通知

用户环网柜移位配合停电，
2019 年 3 月 25 日 8:00—16:00，
10kV 曙光 H814 线 21 号杆支线
开关、雅士苑开关站复兴5018线
停电。

停 电 范 围 ：电 器 开 关 厂
250KVA 配 电 站 ，复 兴 塑 料 厂
80KVA 配电站，广天变压器厂
315KVA配电站，丽景名府 1#公
变，丽景名府2#公变。

遇雨顺延至次日。
请上述区域的用户提前做

好倒电源或停电准备，上述停电
检修工作有可能提前结束，请随
时做好来电准备。

10kV 胜 利 H822 线 、邱 家
H826 线支线改造，2019 年 3 月
22 日 8:30—12:30，10kV 胜 利
H822 线 73 号 杆 至 153 号 杆 ，

10kV邱家H826线73号杆至153
号杆停电。

停电范围：沙埠镇下余村、
马头岗移民新村、上寥村、邱家
新村、吕白洋村、下溪村、念四都
移民新村、念四都村、繁二村、黄
岩吉圣工贸有限公司、黄岩宏广
工贸有限公司、台州市贝迪塑模
有限公司、黄岩远航玻璃工艺品
厂、浙江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黄岩台恩有限公司、黄
岩林鑫工贸有限公司、黄岩螺屿
包装材料厂等水电。

遇雨顺延至次日。
请上述区域的用户提前做

好倒电源或停电准备，上述停电
检修工作有可能提前结束，请随
时做好来电准备。

黄岩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郑晋妮
林 雪） 3 月 17 日上午，市交警直

属二大队一中队在二环西路和世
纪大道交叉口开展电动车交通违

法大整治行动，对行驶电动车未佩
戴或者不规范佩戴头盔的行为进
行劝导。

市交警直属二大队一中队副中
队长王林军表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
交通事故中受伤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头部受伤，其中有四分之三以
上的致命伤发生在头部。但如果正确
使用了安全头盔，则能在交通事故中
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有效减少头部
伤害。

据悉，从 3 月 13 日开始，市交
警直属二大队为全面提高电动车
戴头盔率和守法率，抽调了两百多
名警力，结合辖区实际，科学部署
警力，在北院线、翔光路、二环西路
等重点路段的各大路口路段设立
卡点，采取“白+黑”“5+2”、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电动
车闯红灯、违法载人、逆行、不戴安
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形成严管高压态势。截至 3

月 18日，已查获电动车各类违法行
为 7200多起。

当天，在庆丰大道与锦川路交
叉口，一辆未上牌照的灰黑色电动
车在路上骑行，交警人员立即将电
动车车主刘某拦下进行处罚，并要
求尽快办理牌照。刘某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并反思：“我回去之后立
马去上牌，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
则，安全出行。”针对电动车未上牌
的情况，市交警直属二大队三中队
副中队长程曦提醒广大市民，4 月
15 日起，公安机关将对在道路上行
驶的未上牌的电动车车辆予以扣
留。

下阶段，交警部门还将继续组织
警力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切实提高
我区电动车驾驶人的法制意识、文明
意识，有效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
积极预防和减少电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
路交通环境。

雨天“单曲循环”模式，“防火”安全
做好了吗？

最近阴雨绵绵，很多人忽略了
消防安全，心理上的“防火之弦”松
弛了，认为“水火不容”，但实际上
雨天防火也重要。为何雨天容易发
生火灾？事实上，下雨只是增加了
空气的湿度，持续潮湿阴雨的天
气，极易诱发电气类火灾，越是阴
雨潮湿天气，电路起火、打火越多，
下雨时间越长，发生火灾的几率越
高。

阴雨天在家中应该注意些什
么？

1.首先应该是严防电器“回
潮”，由于天气潮湿，电器线路连接
不结实，再加上电器“回潮”，在没
有通电的情况下，突然接通电流，
很容易导致火灾。

2.对于家中的电器经常检查，
避免带病运行，老旧家电及时更
换，家中电器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切
断电源，遇到雷雨天气，尽量避免
使用电器。

3.有很多家中或室外的电线
存在私拉、老化、磨损等现象，在风
雨天里也容易引发短路，进而起
火。这种天气还要注意防雷，因为
电线遭到雷击容易短路起火。

4.生活中要对老旧破损的电
线及时更换，对容易被雨水浸泡的
电线，应采取迁移或者架空等防护
措施，在潮湿、高温、腐蚀场所内，
严禁绝缘导线明敷，应该使用套管
布线。更要记得，严禁私拉乱接为
电动车充电。

5.除了电线、电器以外，平时
使用的插座也要插实。居民家中的

插座，夏季更易因雷击、高负荷用
电而意外起火。此外，插线板上的
插座，如果插得不紧，也会给产生
电弧制造条件。一定要购买符合国
家标准的插座，使用时不能超负荷
使用插座，在发现插头异常或老化
时要及时更换。

阴雨天在室外应该注意些什
么？

1.下雨天空气潮湿，户外的高
压线、变压器、变电箱等电力设施
容易发生打火现象。如果发现室外
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施打火、漏
电等情况，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应
在周围做好记号，提醒其他人不要
靠近，并应及时打电话通知供电部
门紧急处理。

2.还有下雨天尤其要注意，警
惕电动车充电设备短路而引发火

灾。牢记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处为电动车充电，充电
时要远离可燃物，电动车停放时要
远离比较容易淋雨的区域。

3.还有充电桩的安全问题，虽
说符合国家规范的充电桩，具备防
雷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
电保护。但下雨天情况复杂，电动
车充电时可能由于自身或其它的
原因，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如果条
件允许还是应选择晴天来充电。

4.如果发现家中电气设备冒
烟起火，最重要的就是马上切断电
源，然后再灭火。在不能确定电源
是否被切断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灭
火，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求救。

现在正值雨季，希望大家重视
电气火灾事故防范，避免火灾事故
发生。

4月15日起，未上牌电动车上路将被扣车

交警部门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大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仲斐） 3月
15日，区消防救援大队在江口街道菜
市场门口开展消防宣传活动，现场销
毁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这个灭火器有什么问题？怎么
区分真假呢？”在菜市场门口，整齐

摆放着三十多件被收缴的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路过的村民纷纷提出疑
问，消防员在现场通过真假产品对
比的方法，向他们讲解了如何识别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以及如何正确选
择、使用消防器材，并利用切割机将

查处的不合格的灭火器和应急照明
灯进行销毁，同时，消防员还呼吁村
民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消防产品：“正
规渠道购买的消防产品器材上都贴
有记录产品信息的身份牌，而这些
信息都可以从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

上进行查询核实，若发现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进行
举报。”

随后，消防员还向村民演示了简
易防毒面罩和水枪水带的使用方法，
为大家上了一堂消防安全体验课。

本报讯 （通讯员 应冰莹） 近
日，黄岩农商银行走进台州科技职
业学院开展“送金融知识进校园”主
题宣传活动，为一百多名大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金融课。

近年来，虽然大学生防范电讯
诈骗的意识不断增强，但诈骗分子
花样频出，一通电话、一条短信就骗
走上万元的案例不时出现。活动现
场，该行组织人员向在校学生发放
防范电信诈骗、正确使用金融服务
维护个人良好信用等宣传资料，通
过现场宣讲的方式向学生宣传金融
诈骗防范知识，以真实的案例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几
种诈骗形式，以及防范诈骗的有效
方法。通过真实案例的警示，让在场
学生们意识到非法校园贷背后的危
害，培养正确、理性的借贷观念，适
度消费，珍惜信用，学会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次宣传不仅为大学生们普及
了基本的金融知识，还让他们对诈
骗的形式和常用的手段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了安全防范意
识，增强了防诈骗能力。下阶段，黄
岩农商银行还将持续做好金融知识
普及宣传，履行好社会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 余泽熙） 近
日，在澄江街道焦凤河河边，笔者看
到，焦凤河河长黄卫杰正沿着河岸
开展巡河工作，一边走一边拿着手
机拍照，对发现的入河排污（水）口
进行统计，对垃圾进行打捞，同时将
排污（水）口数量和发现的河道问题
上报到台州河长助手APP。

为全面巩固提升治水成效，澄
江街道积极响应市区统一部署，开
展金清水系入河排污（水）口排查工
作，本次大排查涉及澄江街道辖区
范围内 48条河道，2月底起，街道各

涉及排查河道的河长对负责的河道
入河排污（水）口数量进行了一日一
报，在大排查的同时，开展日常性的
巡河工作，及时发现、处理影响河道
水质的问题，巩固辖区河道水质。

目前，该街道已完成360个入河
排污（水）口排查工作。下阶段，该街
道将对排查出的所有排污口、雨污
合流的排水口实行“逐一登记，逐个
销号”，同时进一步压实河长责任，
确保治水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切实巩固提升辖区范围内金清水系
水质。

金融知识进校园

澄江街道排查金清水系入河排污（水）口

压实责任治出岸美河清

区消防救援大队集中销毁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本报讯 （通讯员 金美琪） 近
日，区园林绿化养护事务中心的绿
化养护工人对环城南路及九峰景区
等处的树木开展病虫害防治。

进入三月份后，随着气温逐步升
高和降水量的增多，防病虫害成为养
护的重点工作之一。为防止病虫害的
滋生和蔓延，该中心采取循环、不间
断、全方位无死角喷洒等多种举措，
对辖区内的广场公园以及主干道路

两侧容易滋生病虫害的树木进行防
治。通过农药喷洒，提高绿化树木的
成活率，保证植被健康生长。

下阶段，该中心还将积极做好
公园广场及城区绿地树木修剪整
形，去除病虫枝、枯死枝；景观花卉
的及时补种划锄等一系列的春季绿
化养护工作，进一步加大日常养护
保洁力度，达到“精、细、雅、洁”的城
市绿化环境目标。

园林绿化养护正当时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大建）“你在
‘学习强国’上的积分有多少啦？”“今
天有没有做‘学习强国’专题考试题
目？”近日，在区西部扶贫开发委，类似
的话语成了同事见面时的问候语。

自“学习强国”平台推广以来，区西
部扶贫开发委及时召开支部会议，组建
学习管理组，邀请党员下载、进组学习，
层层推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由中宣
部组织建设，内容丰富，操作简单，由PC

端、手机客户端组成。平台PC端有“学习
新思想”“十九大时间”“学习文化”“环球
视野”等板块，手机客户端有“学习”“视
频学习”等板块，聚合了大量可免费阅
读的时政、文化、科技、图片等资料。

目前，区西部扶贫开发委积极组
织党员干部参与学习，通过浏览文
章、观看视频、参与讨论、知识答题等
方式，提高学习积分和学习质量，“比
学赶超”学习氛围浓厚。

“学习强国”成党员干部学习新风尚

本报讯 （记者 陈珍妮） 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度过
了漫长的阴雨天，上周，太阳频繁出
镜，好似在身体力行地“官宣”着春
天的到来。

但是春天的天气，就如同孩子
的脸。这周，我区天气有些多变，从
整体上看，将在晴雨之间来回切换。

就黄岩城区而言，据未来三天
的天气预报显示，周一傍晚雨止转
阴到多云，周二到周三天气晴好，我

区气温明显回升，周三最高气温回
升至 24-26℃。不过到了周四、周五，
冷空气将携风雨而来，气温有所下
降。周六晴到多云，周日多云到阴转
小雨。本周最低气温仅6-8℃。

晴雨转换频繁，气温波动大。气
象部门提醒市民，保暖的衣物不要急
着“打入冷宫”，出门最好带件外套，
以便随时增减衣服，谨防感冒。此外，
周一至周三早晨和夜里，部分地区易
出现大雾，市民出行要注意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林 盛 张海
峰）连日来，黄岩自来水公司对辖区
内农村饮水工程水质进行全面普查，
对单镇联村供水和单村供水工程的
出厂水、管网末梢水进行水质检测，
摸清农村供水工程水质“家底”，建立
水质排查台账，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水平。

“水质普查主要检测出厂水、管
网末梢水中的细菌总数、总大肠菌
群、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菌群、浑
浊度、嗅和味、色度、消毒剂余量等 8
个关键指标。”黄岩自来水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

据悉，为加强农村饮水工程水
质检测和监测，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台州市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
年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工程水质检
测和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供水
单位或水质检测单位对农村供水
工程水质进行全面普查。我区将按
照《通知》要求，对水质不合格的，
及时采取整改措施，突出“改、转、

拆”，即对水质不达标的采取水厂、
管网改造等工程措施和增强供水
工程管护等非工程措施进行整改，
确保水质达标；对整改后仍然达不
到水质合格要求的，采用分质供水
方式，将该管网转为非生活饮用
水；对不适用分质供水的，坚决予
以拆除。

水质监测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气温先“入春”再“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