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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 乡 微 新 闻

聚焦“最多跑一次”
提升“发展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 冯 翀） 11月 21
日上午，区卫计局主要负责人到区行政
服务中心开展部门“一把手”双体验双
提升活动。

该负责人先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卫
计商事登记综合窗口“体验坐班”，与
窗口服务人员一起为前来办理业务的
群众服务。在业务办理的过程中，该负
责人详细询问了办事群众在服务窗口

办理业务是否方便、快捷，有什么问题
和困难，并征求群众对该局“最多跑一
次”活动开展的建议和意见。此外，该负
责人还来到卫计职业资格窗口体验，向
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提问”，
考察窗口服务人员对受理要求和审批
流程等业务知识的熟悉程度，并询问了
卫计职业资格“最多跑一次”改革承诺
事项办理的相关情况。

体验完后，该负责人告诉笔者：“我
们要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不断拓展
服务理念，创新推行便民措施，努力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争当岗位业
务先锋，争创窗口服务标兵。”

（之三）消防安全小知识
高层建筑火灾防范知识

火灾特点：
1.易形成立体火灾。高层建筑

火灾蔓延途径多，火势在室内会沿
着门、窗和管道等向水平方向蔓
延，还会突破建筑外墙门窗，向上
层卷曲甚至是跳跃式蔓延，特别是
沿着电缆井、管道井等垂直向上蔓
延时，容易在极短时间形成立体燃
烧。

2.人员疏散困难。高层建筑由
于人员高度集中，垂直疏散距离
长，加上火势蔓延途径多，浓烟毒
气重，疏散时容易出现拥挤堵塞甚
至踩踏事故，严重影响疏散速度。
如果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人员窒
息、中毒死亡或受伤。

3.火灾荷载大，易形成大面积
燃烧火灾。建筑内部可燃装饰材料
多、陈设可燃物品多，火灾荷载大，
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在较短的时间
内形成大面积火灾。

4.灭火救援难度大。扑救高层
建筑火灾，对固定消防设施可靠性
要求高。由于楼层高、登高进攻途
径少、战斗展开时间长、火场供水
难度大、火场通信盲区多等因素给
消防人员的灭火救援带来了极大
的难度。
消防安全提示：

1.高层建筑严禁违规采用易
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对外墙保温
防护层破损开裂、脱落，未将保温

材料完全包覆的，要及时修缮。
2.严禁在高层建筑外墙违规

进行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禁止
在建筑周围堆放可燃物、燃放烟花
爆竹。汽车、电动车停放要与建筑
外墙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高层建筑要按消防技术规
范设置消防设施，并经常维护保
养，确保齐全好用，防火门要常闭。

4.进入高层建筑内，请注意观
察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避难层所
在位置。遇到火情，迅速从最近的
安全出口有序逃生，不可贪恋钱
财，不要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5.高层建筑疏散楼梯、走道严
禁堆放杂物以及违规停放、充电的
电动车，确保疏散通道畅通。

6.社区居委会、高层建筑物业
单位要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组
织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制定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7.高层建筑使用单位按要求配
备专业电工，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用气
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测维护电气线
路燃气管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8.高层建筑居民住户要制定
家庭防火和火场逃生计划，备齐灭
火防毒面罩等器材，熟记逃生路
线，实地勘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9.高层建筑管理或使用单位，
应建立集防火、灭火、宣传培训于一
体的微型消防站，配齐人员和必要
的装备器材，与公安消防队开展联
勤联训，提升扑救初期火灾能力。

11月21日，由区文明单位建设协会举办的“共筑中
国梦”书法作品颁奖仪式及作品展开展仪式在九峰文笔
书院举行。本次作品展汇集了区文明单位建设协会会员
单位职工的书法作品30余幅，其中包含23幅获奖作品，
展览为期1个月，免费向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许炀姿 摄

浓情挥墨展风华

本报讯 （通讯员 施增楷） 近
日，有市民反映一家工厂向南官河排
污。获悉此消息后，区环保局监察人

员第一时间赴现场勘察。
监察人员通过走访了解到，该工

厂为台州市黄岩弈科机械制造厂，位
于南城街道方山下村，主要从事铁铸
机械配件加工，现有工人 21人，厂区
面积2000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有中
频电炉2台、抛丸机2台、混砂机1台、

试砂机 2台、砂光机 2台、除尘设备 1
台，主要污染物为生铁熔化时产生的
烟，抛丸和打磨时产生的粉尘，生铁
熔化时产生的烟通过除尘设备吸收，
抛丸和打磨时产生的粉尘通过抛丸
机和砂光机内置的除尘布袋收集。

经调查，因下雨，该厂露天堆放

的黑砂（煤粉和陶土的混合物）被雨
水冲到厂内的水沟里，继而随雨水
流入南官河。该局监测人员对雨水
口进行采样，要求该厂负责人对雨
水口进行封堵，对厂区露天堆放的
黑砂进行清理，该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本报讯（记者 李小亿） 11月21
日下午，头陀镇派出所内一片欢声笑
语，几日前被救回的溺水老人郑阿
婆，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感谢
她的救命恩人——民警李利恩。（编
者注：民警救人事迹详见 2017 年 11
月 20日B版《与“死神”较量 半小时
的心肺复苏 他的坚持救回溺水阿
婆》一文）

下午 2时许，郑阿婆一家带着一
面印有“危难见真情 警民一家亲”
字样的锦旗，来到了头陀镇派出所。
在见到李利恩的一刹那，郑阿婆的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紧紧握住李
利恩的双手说：“李警官，谢谢你！我
都不知道能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感激
之情，如果不是你的坚持，我这条命
可就交代在河塘里了。”郑阿婆的家
人也纷纷对李利恩表达了自己的感
谢之情。

“ 想 起 那 天 的 情 况 就 心 有 余

悸。”郑阿婆的儿子陈源说。据陈源
回忆，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 7 时不
到，他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称其
母亲溺水有生命危险，正准备去上
班的他火急火燎地赶到了事发现
场，当时郑阿婆刚被医护人员接到
救护车上，全身湿透，面色惨白，气
息非常虚弱，根本没有力气开口说
话。同行的护士告诉他，如果不是警
察坚持为他母亲做心肺复苏，郑阿
婆的命很难救回来。“想起来就一阵
后怕，李警官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
恩人。”陈先生感激地说。

面对郑阿婆一家人的感谢，李利
恩表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
公安民警的应尽之责，当了警察，就
要对得起群众和社会的信任。在收下
锦旗后，李利恩关心地问起了郑阿婆
的身体状况，郑阿婆笑着说：“医生说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身体和精神头
恢复得都不错。”随即还活动了一下

身体，向大家
展示了一下她
的恢复状况。
在嘱咐郑阿婆
要继续休养，
保重身体后，
李利恩又询问
了郑阿婆落水
的原因。

原 来 ，当
天早上雨势太
大，地面湿滑
且积水多，郑
阿婆骑着三轮
车路过河塘边
时未把控好方向，转换方向时不慎跌
入了河塘，郑阿婆身材比较矮小，河
塘水深且塘底多淤泥，难以站立，因
此溺了水。“以后您外出时一定要小
心，下大雨的天气要注意路面，保护
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李利恩握

着郑阿婆的双手叮嘱道。
因李利恩正处于工作时间，郑阿

婆一家不便久留，在表达了对民警们
的谢意后他们便离开了派出所，但警
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将久久地留在大
家的心中。

本报讯（通讯员 黄 阜） 11月 15
日晚，区府办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党
课学习会，邀请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察
委副主任叶民国为党员们上了一堂精
彩的专题党课。

授课中，叶民国结合自身学习感悟，
从“什么是全面”“什么是从严”“治党怎
么治”三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
内涵进行了生动细致的阐述，对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关于从严治党的新表述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通过视频带领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

台上讲得精彩，台下听得认真，记
得仔细。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学习触动
人心，让人受益匪浅。在今后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他们将自觉践行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不忘初心，为民服务，比学赶
超，严守纪律，争做“仰无愧于天，俯无
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的优
秀党员干部。

区府办举办全面
从严治党专题党课

上垟乡开展浙江政务服务网
推广培训会

11月13日上午，上垟乡政府组
织开展浙江政务网推广培训会，对
乡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全乡网机员
进行培训、指导，全面介绍了浙江
政务网的功能模块和业务流程，演
示了各类业务的操作步骤，并对参
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解释和说明。

据了解，浙江政务服务网于
2014年 6月开通，是全国首个省市
县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集
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
能监察、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市民上网轻轻一点，即可享受“政
民零距离、办事一站通”的家门口
服务。

（何贤波）

区住建局开展支模架专项检查

近日，区住建局建工处、质监
站组织检查人员，对浙江光跃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博
森模具有限公司等 4 处施工工地
进 行 支 模 架 专 项 检 查 。检 查 发
现，施工工地支模架搭设大都存
在梁下纵横向水平杆未双向设
置、厚度超过 150mm 的现浇板下
未设置纵横向水平杆等问题。针
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责

令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并视情节
严重性，对其中的 3 处工地进行
了停工处理。

（王倩雯）

茅畲乡更新小微水体公示牌

近日，茅畲乡五水办全面更新
了辖区内河道、山塘等小微水体公
示牌。此次更换的公示牌不但调整
了部分河长、塘长名单，还更新了
公示牌内容，公示牌上河道名称、
河长职务、手机号码、整治目标等
信息一目了然，方便群众监督。下
阶段，茅畲乡将进一步完善各级河
长的电子化考核和人大代表督查
制度，组织明察暗访，共同推进“五

水共治”工作。
（陈 静）

江北公园景观工程西段完成
招标工作

近日，江北公园景观工程西段
顺利完成招标工作。据悉，该工程
南起永宁江，北至规划道路锦川
路，西起永宁江，东至永宁江大桥，
红线面积约 79000平方米，包括苗
木绿化工程、广场铺装、园路工程、
景观照明、景观排水等项目，工期
不超过 180天。该工程完工后将进
一步完善江北公园的基础配套建
设。

（符瀚尹）

因 10KV秀岭 786线苏楼二级
支线 13号杆至 16号杆放线，苏楼
村5#公变A路放线、C路放线、B路
电缆搭接等工作，2017年 11月 28
日 7:30—18:00, 10KV 秀岭 786 线
酌庙一级支线 5 号杆跌落式熔断
器下桩头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院桥镇苏楼村、台
州市黄岩博基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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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10KV高桥 783线岙里二级
支线 35号杆开断，电缆搭接，岙里
村 2#变移位，2017年 11月 29日 8:
00—18:00, 10KV 高桥 783 线岙里
二级支线 33号杆跌落式熔断器下
桩头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台州市黄岩鸿展包
装、高桥街道岙口村、岙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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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0日

停电通知

头陀镇溺水老人携家属
送锦旗感谢救人民警

本报讯 （记者 缪安娜） 这几
日，我区气温逐渐转冷，很多人忙着
给衣橱“换季”，把大衣、毛衣、厚外套
都拿出来御寒。

昨日，黄城迎来小雪节气，记者
从区气象局了解到，“ 小雪”是进入

冬季的第二个节气，“眼下虽然节气
已经进入‘小雪’，可我区离入冬尚有
时日。”区气象局气象台台长刘晓汝
说，“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 10度以
下的被称之为入冬，目前的气温还达
不到入冬的标准。”虽然未入冬，但天

气总体向冷，市民务必做好保暖工
作，特别是老人、小孩以及是免疫力
差的人群，要特别注意饮食和穿衣保
暖，谨防感冒。

据区气象局预计，本周剩余几
天天气气温波动不大，下周预计有

冷空气降临。本周四至本周五多云
天气为主；本周六受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转雨；本周日冷空气扩散南
下，雨止转阴到多云。本周最高气温
16～18℃；本周最低气温：6～8℃，
西部山区 3～5℃。

小雪节气到来气温下降 市民别忘适时添加衣物

市民反映环境污染问题 环保部门现场检查

区卫计“一把手”
助推“最多跑一次”

双体验双提升

环 保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