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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版）

（之五十三）消防安全小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焰） 连日
来，在江北公园西延工程施工现场，挖
掘机和工程车紧张作业。笔者获悉，该
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内河开挖和挡墙基
础施工。

江北公园西延工程东起二环西
路，南至永宁江，北至锦川路，西至跃进
闸，建设面积约7.9万平方米，工程投资
近四千万元。主要工程内容包括苗木绿
化、广场铺装、园路工程、景观照明、景
观排水等项目。公园设计以三大特色

“三带”加“多点”的景观结构，在原有景
观带的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规划公园
整体功能布局、绿化布局、交通布局，丰

富公园多节点的功能。
为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区

市政质监站对江北公园西延工程持续
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督检查。其中质量
方面包括原材料是否符合设计图纸要
求、是否按图纸规范施工、资料的及时
性和真实性等。安全方面包括深基坑
的施工安全、临边防护和警示标志是
否规范设置等。

据悉，工程于去年 12 月进场施
工，工期约 6个月。工程完工后，将成
为集湿地保育、水体净化、低碳节能为
主题的生态休闲滨江绿廊，届时市民
又将多一个观江游憩的好去处。

江北公园西延工程进展顺利

安全知识谨记：使用燃气的常识
液化气罐在我们的生活中并

不少见，然而一旦发生爆炸事故，
将造成巨大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
失。

一、装有燃气表、燃气灶和燃
气管等燃气设备、设施的房间或厨
房绝对不能作为卧室和休息室，因
为如果燃气表、燃气灶和燃气管损
坏漏气，不易察觉，更有可能引发
爆炸、火灾等危险。

二、在使用燃气时，人不要离
开，随时注意燃烧情况，调节火焰。
因为汤水沸溢出来，可能会浇灭火
焰，或者使用小火时，火焰被风吹
熄，燃气继续冒出，造成爆炸、火灾
等事故。

三、在停止使用燃气时或临睡
前，应该将燃气灶的开关检查一
遍，看是否全部关闭，要做到燃气
阀门都关闭。

四、如在室内发现燃气气味，应
立即打开门窗，并检查燃气灶开关
是否关闭，如已关闭，可能是燃气管
或是燃气表等处漏气，应立即将燃
气表前总阀门予以关闭，随即到室
外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派员检查。
燃气用户外出家中无人时，应关闭
燃气表前总开关，以保证安全。

如遇燃气支管漏气，用户自己
无法断绝气源时，要立即通知燃气
公司。在检修人员还未到达以前，
用户切勿在室内逗留，并严格禁止
火种入内，亦不要开或关电灯，以
免发生中毒、爆炸等事故。

五、怎样识别燃气漏气？燃气
是一种无形无色的气体，肉眼是看
不见的。但是，用户使用的燃气必
须经过人工加嗅，它有一种特殊的
臭味，易于被人闻到。如果闻到这
类臭味，即应注意是否燃气泄漏。
寻找漏气时可用肥皂水涂抹燃气

表、灶和管道连接处，凡是起泡的
地方，就是燃气漏损处，但检查时
不能使用明火。

六、在燃气表、燃气灶、热水器
等燃气设施的周围不要堆放废纸、
塑料制品、干柴、汽油、竹篮等容易
燃烧的物品和其他杂物，防止点燃
燃气后，未熄灭的火柴梗丢入引起
火警事故和妨碍维修等工作。

七、使用燃气要做到用好就
关，要用再点，不要让燃气空烧，也
不要为了怕麻烦而浪费燃气。

八、燃气表开关是检修灶具时
的闸门，应做到早上打开晚上关闭，
经常使用以免锈死，防止发生意外
时难起作用。使用方法为开关柄与
燃气管平行时为开启燃气，开关柄
与燃气管交叉垂直时为关闭燃气。

九、注意燃气灶的维护保养，
应经常清洗铲除燃气灶表面上的
污迹，防止锈烂；燃烧器火眼易被

饭汁灰尘塞住，可经常用铁丝或旧
牙刷疏通；燃烧器的进气口有时可
能被各种杂物塞住，可取下来用粗
铁丝捅通倒清。

十、其他注意事项。要经常教
育儿童不要玩弄燃气灶阀门、胶管
及其他燃气设施，以免胶管接头松
动而发生漏气。严禁用空烧燃气来
烘烤衣服、床单、小孩尿布等，以免
衣物被点着发生火灾。燃气灶、热
水器及其他燃具都不准在门窗关
闭的室内使用，也不能在空气不流
通的环境中使用。在燃气管、燃气
表等燃气设施上不得挂吊物品，不
得搭绳拉线，以免胶管接头松动造
成泄漏，对于老化的燃气胶管，应
及时进行更换。室内装潢时遇到燃
气管道时，应申请同意后方能进行
移改。用户在装饰时一定要将燃气
管暴露于室内，以便及时处理蚀
漏，保障安全用气。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泉回） 近
日，笔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自全区实
施一体化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运行一百天以来，全区网上投资项
目审批累计达 327件，全部实现了从
线下申报、纸质审批、窗口出件向网
上申报、在线办理、批文共享的流程
转变，在提升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的

同时，也为实现投资项目开工审批
“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

笔者了解到，在具体工作中，我区
通过事项梳理、网上申报、在线办理，
助力项目审批提速增效。经过多轮多
部门反复梳理，我区形成符合本地实
际的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清单，涵盖了

从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全流程审批，同
步校核所有涉批事项的办事指南，确
保事项配置线上线下完全一致；通过
窗口资源整合，取消部门办事窗口，设
置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引导项目单
位网上申报，在线下实行“一窗受理”；
同时全面启用2.0平台在线申报，安排
专人全程指导项目单位网上填报，推

动线下服务与线上申报融合发展，在
线上实行“一网受理”。此外，我区严格
执行项目唯一代码制，所有审批部门
凭借项目代码在2.0平台开展项目审
批业务，同步上传项目批文，确保项目
审批全程可查询、可监督，切实解决了
项目业主“多次跑”“重复跑”“多头跑”
的问题。

我区多举措助力项目审批提速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蒋忠慧 孙颖
淑） 一辆私家车停在某超市门前，车
主进超市购物后回来发现车窗玻璃被
撬，车内财物被盗。近日，黄岩公安分
局民警通过 6个晚上的蹲点守候，终
于将涉案盗窃嫌疑人郭某抓获。

本月初的一个晚上，市民章先生
带着家人到大润发超市，将私家车停
在超市前的空地后便进了超市购物。
近两个小时后，全家人在逛完超市来
到停车处后，发现车子副驾驶室的玻
璃被撬得粉碎。章先生赶紧打开后排
车门查看，发现自己放在后排座位上
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公文包被盗
了，其中包内放有2000元现金。

接报警后，黄岩刑警大队联合巡
特警大队立即组织便衣民警开展侦
查，经民警现场走访调查和对街面监

控视频的研判分析，很快锁定了一名
男性嫌疑人，并对该嫌疑人进行了严
密布控。之后，民警在超市停车场连
续蹲点布控 6个晚上后，终于发现了
一个行为可疑男子就是发案现场监
控视频中的嫌疑人，遂冲上前去将其
抓获。

经查，抓获的嫌疑人姓郭，安徽
人。面对民警审查，郭某如实交代了自
己在大润发超市停车场撬车窗玻璃盗
窃的作案行为。郭某交代，他在黄岩务
工多年，嫌工资低来钱慢，近期又经济
拮据，便动起了撬车窗玻璃盗窃车内
财物的念头。

民警提醒广大车主，车内一定不
要摆放钱物，最好将车辆停放在有人
看管或有监控的地方，不要给“撬窗
者”一丝机会。

民警苦守六晚逮住嫌疑人

撬车窗盗财物

本报讯 （通讯员 孙红红）
近日，新前街道组织一百多人开
展了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在屿下村国有岭演练现场，森
林防火队员携带拖把、砍刀、风力灭
火器、水枪等灭火工具，快速爬上山
头，开始实战演练。当模拟火情出现
时，队员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迅
速清理出隔离带，采取人工扑打以
及利用风力灭火器的方式切断火势
蔓延路线，快速有序地扑灭了“大
火”。整个演习过程紧张有序。

演练结束后，队员们做好安
全撤离、余火清理、现场留守等后
续工作。队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演
练他们体验了整个防火应急处置
的过程，学会了灭火设备的正确
操作方法，加强了森林火灾扑救
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下阶段，该街道将进一步完
善森林防火、扑救专业队伍建设，
强化督查，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做
好扑火救灾的各项应急准备，为
街道森林防火工作打好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蒋思军 章
丽） 3月 12日，由市水利局组成的防
汛检查小组来到我区对长潭水库进
行防汛大检查。

当天上午，检查组一行从水库工
程泄洪闸室开始，对泄洪闸室闸门启闭

设备及其附属后备电源进行了认真检
查，随后检查组检查了大坝枢纽工程、
输水洞启闭设备和防汛物资储备仓库，
对工程设施和值班记录、操作台帐、防
汛预案、控制软件等非工程设施进行了
细致地检查。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检查

组详细询问了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备
的安全运行情况、防汛备讯措施。

检查组表示，防汛工作直接关系
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关系到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作为台州市的命脉水利
工程，今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长潭

水库管理局要结合水库实际，积极研
究、优化并严格落实各类防汛度汛预
案，确保防汛检查不走过场不留死
角，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超前运筹基础
扎实，确保水库安全度汛，最大限度
挖掘和发挥出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

市检查组来我区开展防汛大检查
新前：应急演练提技能

五战联合除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 章晓佳）
清明节将至，为切实做好森林防
火预防工作，3月 15日下午，北城
街道创新森林防火工作，在对荷
花山公墓开展森林消防隐患排查
整治过程中，首次采用高科技巡
查方式——无人机进行森林防火
巡山。

北城街道山地面积广阔，辖
区内有荷花山、凤凰山两大公墓。
清明时节，林区扫墓、祭祀活动和
野外踏青人员将大幅增多。针对
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大，人工巡查
范围小、耗时长、林区死角难以顾

及等局限性，该街道转变思路，通
过无人机巡山可以有效避免这些
问题，更全面地对森林防火重点
区域实施空中监控，第一时间发
现违规用火、森林火情、以便及时
处置。

据了解，该无人机飞行半径
可达 1.5 公里，续航时间长达 30
至 40分钟，可悬停在空中定点拍
摄，拍摄镜头实时反馈至移动端。
下阶段，该街道将逐步加大资金
投入和人员培训力度，扩大无人
机森林防火应用范围，努力实现
森林防火由人防向技防的转变。

北城：无人机巡山助森林防火

本报讯（通讯员 许淑娴）日前，
笔者获悉黄岩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将
于3月26日开始整体入驻区行政服务
中心 12楼办理业务，原位于东城街道
文盛街的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将不再
对外受理业务。

据悉，为实现住房公积金“跑一
次、就近跑、服务优”的工作目标，黄岩

公积金中心已在院桥、宁溪、北洋等主
要乡镇和主城区范围开通了 11家公
积金业务延伸网点。黄岩公积金中心
与区农村合作银行合作，计划在六月
份以后在我区其他乡镇街道开通业务
延伸网点，实现我区公积金业务网点
乡镇全覆盖，进一步提升公积金服务
能力。

公积金服务窗口将
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

3月14日，区红十字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北师大台
州附中。该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自救互救意识和技能，提
高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为打造平安校园做出积极
贡献。

本报通讯员 邵青青 冯岩军 摄

救护培训进校园

借助互联网的发展，该行积极
开展丰收购“一镇一品”活动，推进

“丰收家”本土商户联盟建设，有效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如今
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放贷，可使老百
姓在 3至 5年内享受便利，不出家门
便能在手机上还贷。”李军华说，“针
对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我们还积极
做好基础金融服务，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便利。”下阶段，农合
行将在西部山区建设多个丰收驿
站，解决山区群众存取款业务难的
问题。

依托我区被列为首批中央财政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创新试点的优
势，该行还开展了“农业产业链金融

服务”试点推广工作，并推广“优融
通”专项产品，采用“合作互助金”的
筹资方式，由中央财政出资 1000 万
元作为启动资金，联合社社员缴纳
贷款金额 5%共同组成互助合作金，
该行则按 10 倍确定授信总规模。借
助这种模式，该行目前向我区经济
合作社发放贷款 5563 万元，形成富
山高山蔬菜、院桥番茄和宁溪云南
建水葡萄等 3条产业链，服务上下游
客户350户。

项目融合 乡村振兴添油助力

六十多亩覆盆子、约十个品种近
千亩的果树花卉种植地……宁溪镇
白晏村的村民郑江目前正在建设自

己的“家庭农场”。自接触了田园综合
体的概念后，他调整发展思路，准备
打造含农业旅游观光、采摘体验和青
少年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现在宁溪发展特别迅速，如果我把
这个项目做好，势必会带动村里的发
展。”郑江创业底气的来源，便是农合
行的资金扶持。

依托全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该行
还通过扶持北洋农家乐一条街、绿沃
川农场、北洋蓝美庄园等项目，帮助
当地发展。“除了已建成的绿沃川、蓝
美庄园，接下去我们还会主动对接头
陀镇的几个田园综合体，加大对农旅
产业的支持力度。”罗洋明说。以支持
核心项目作为落实乡村振兴的切入

点，该行按照区委区政府“城市转型、
产业转型”的总体谋局，重点在特色
小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城镇化建
设、城村双改等方面优化配套金融服
务。

“针对刚成立的乡村振兴学院，
我们会力所能及地在办学费用、学员
培训等方面实行对接，开展金融知识
讲座，宣传创业产品，支持他们发
展。”罗洋明说，“作为银行，我们也会
提供技术上的培训，担起地方银行的
社会责任，依托乡村振兴学院这一平
台，通过信贷支持，做好各类金融服
务。我们将努力当好支持‘三农’的生
力军，义不容辞地支持、服务好乡村
发展，为乡村振兴添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