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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一十五）消防安全小知识
假期到来，盘点家中孩子可能面临的
安全隐患！

一、窗户
造成孩子失足坠楼的原因主要还

是窗户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如果阳
台、窗户距离地面较低，孩子很容易就
能爬上去。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
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家长要正确引导
孩子的行为，告诫其在家中不能攀缘
登高，更不要在阳台、窗边及楼梯口嬉
戏。要正确告知其危害性，而且阳台和
门窗保护装置一定要做到位。另外如
果遇到家人外出，千万不要将孩子单
独放在家中，应该找人看管。

二、厨房
厨房里的瓶瓶罐罐、锅碗瓢盆，都

是孩子想伸手去碰触的“玩具”，而且
厨房里的刀具、煤气灶、热水壶、炉子
上正在烹饪的锅，孩子伸手去拿或者
不小心碰到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
家长应该经常检查容易引发火灾的煤
气灶、电源等，还要检查家中饮水机、
开水瓶、刀具的位置，尽量不要让孩子

碰到。
三、家具
家具也是造成孩子受伤的一大因

素。尽量不要选择带有尖锐棱角的家
具，可以从棱角、螺丝钉等细节上查
看，防止孩子日后磕碰，或者也可以把
容易碰伤孩子的地方用海绵等物品包
住。此外，有些家中的柜子重心不平
衡，当孩子去攀爬柜子时，对柜子的一
侧施加重力，会导致柜子一边倾斜，使
柜子整体倒塌，从而将孩子压在身下，
而这对孩子而言，绝对是致命的！家长
一定要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管好孩
子，钉好柜子，避免倒下来砸到孩子。

四、各类绳索
家中的窗帘拉绳、落地灯电线、未

固定的电话线、电脑接线等，一定要放
在孩子触碰不到的地方。一旦他们拿
着这些绳索玩耍，很容易缠绕在里面，
甚至缠住脖子，如果家长不能及时发
现，易导致窒息，十分危险。所以家里
长绳索类的物品，一定要规整收好，不
要让孩子接触。

沙 埠 视 窗

本报讯 （通讯员 章正江 应诗
瑶） 连日来，沙埠镇加强了对山塘水
库、河湖的巡逻，严防溺水事件发生。

自上阶段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
该镇不断完善设施安装，在进行全面
的水域排查走访后，立即组织人员在
危险水域、山塘、水库等四十余处安装
救生圈、警示牌等；镇纪委会同政法办
加强专项督查，督促水库巡查人员强

化巡防频率，督查党员干部在水环境
整治过程中做到“三不得”“三严禁”；
同时强化宣传，镇村干部、网格员、志
愿者等纷纷进村入户发放防溺水四封
信，提高村民意识。

该镇要求，要进一步做到物防设施
到位，主动跟进技防手段，推进落实视
频监控系统和智能报警系统安装；继续
加强日常巡防，巡逻队要加强对重点时
段、地段、人员的巡防，派出所和水库管
理站要强化监管。同时，通过横幅标语、
农民信箱、环库广播等多种媒介加强宣
传，营造防溺水工作的良好氛围。

沙埠：筑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橘 乡 微 新 闻

我区部署农村公厕改造提升
工作

近日，区农村公厕改造提升工
作部署会召开，提出通过对标、提
升、补缺三种方式进行公厕改造。
其中，“对标”指对原先达不到标
准的公厕，对照《浙江省农村公厕
建设改造和管理服务规范》进行
改造；“提升”指对原先已经达到
规范要求的公厕，继续往高等次
进行提升改造；“补缺”则是该区
域还未有公厕的，进行新建补缺。

（张迪颖 夏 洋）

我区顺利通过 2017年度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现场考核

近日，市考核组通过现场查
看、翻阅台账等方式，重点考核了
河长制、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
用、节水管理、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管理考核、基础能力建设等制度建
设和执行情况，最终一致同意我区
通过 2017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考核。

（王 栋）

区公路管理局召开路政巡查
规范年研讨会

近日，区公路管理局召开“公
路路政巡查台账规范年”研讨会，
总结前阶段路政巡查台帐情况，并
在大队评查、中队自查互查的基础
上，针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
行大讨论，进一步规范公路路政巡
查记录工作，有效推进路政巡查规
范化管理。

（王晓雷）

富山乡开展生态护水活动

近日，富山乡开展了鱼苗公益
放养活动。工作人员分赴外坦溪、
半山溪、直路坑等河道投放共计 5
万余尾鱼苗。据悉，此次投放的鱼
苗以鲫鱼为主，鱼苗放入河水中能
吃掉微小浮游生物，清除水中的
氮、磷元素，恢复水生态环境，起到

“以鱼养水、以鱼净水、以鱼护水”
的作用。下阶段，富山乡将加大对
辖区水域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电
鱼、毒鱼等非法捕捞行为，提升河
道水质，助推“五水共治”工作。

（徐洒洒）

停电通知

（上接A版）

经过近些年经营实践，北洋镇的
蓝美庄园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一处
农业休闲综合体。每到节假日，秀丽
别致的风景和趣味盎然的活动项目，
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今年，蓝美庄园借助国家推动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教育发展的契机，正
加速推进二期工程建设，大力发展文
化创意农业，目前在建的菁英湾国际
营地，就是蓝美庄园二期工程的“先
锋兵”。台州市蓝之美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经理黄磊说：“下半年还将继续
启动酒店民宿和学生研学旅行宿舍
的建设，并对已有区块进行修整提
升，进一步加深农业与教育、旅游的
联结。工程完工后还将与周边地区和
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合作，带动经济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

每年清明过后，是种植铁皮石斛
的好时机，在平田乡神农铁皮石斛种
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小心栽种几亩新
苗，合作社负责人徐洪富告诉记者：

“这一轮种植后，就等着三年后的收
成了。”

近年来铁皮石斛市场需求不断
增加，得益于山区、库区的自然优势，
平田乡不少农户近年来开始尝试培
育种植铁皮石斛。

“目前我们出产的铁皮石斛品质
高，市场竞争力大，即便市场行情不
佳，一年保底收入也能有 600 多万
元。”徐洪富笑着告诉记者，“今年产
量不错，预计能有近千万元。”

要推动西部农业发展，仅仅依靠
扩大传统种植业规模是远远不够的，
加快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加强农产品

深加工，才是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最
大化效益。以徐洪富的合作社为例，
除了出售鲜花、鲜苗以外，他们还在
产品加工上研发投入，推出了铁皮枫
斗、铁皮干花等加工产品，并与国内6
家大型医药公司开展了长期合作，通
过产销一体化完善产业链，进一步提
升了产品附加值。

目前，平田乡已在平田村、箬岗
村等地建设了以铁皮石斛、浙贝、党
参、百合等为主的中药材产业基地，
种植面积达三百多亩，带动了不少农
户增收。

平田乡中药材产业基地是我区
扶持林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据区
西部扶贫开发委的数据显示，目前西
部山区“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10000
多亩，已形成“以中药材为主的林下

种植、以竹笋加工为主的林下加工”
产业形态，2017 年总产值已达 6000
多万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2000元。

区农林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林海忠说：“今年西部地区的中药
材产业和柑橘产业振兴发展是我区
农业工作的重点，目前各乡镇街道正
在积极开展土地流转工作，农林局也
在规划招商引资工作，为打造西部农
业产业园区，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
规模化、集约化打好基础。”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区中
草药材播种面积达 135公顷，比去年
同期增长42.1%。截至目前，全区中药
材种植品种主要有 11种，分布在 12
个乡镇，产值约为 3100万元。规划目
标于 2020年发展成 2万亩左右的种
植规模，预计产值达5亿元以上。

潘小梅，
黄岩西乡人。
他出生于贫苦
农民家庭，从
小父母双亡，
与 兄 帮 工 为
生。兄亡后，独
挑家庭生活重
担 。1917 年 ，
他带领跛脚的

嫂子和幼小侄儿移居慈溪洪塘乡，
租地耕种度日。

艰苦的生活经历，磨练出潘小

梅疾恶如仇的性格和对旧社会的反
抗精神。他为人刚直，仗义执言，时
常帮助农民，在洪塘乡享有很高威
信。192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北伐军挺进宁波，他联
络台州籍贫苦农民 50多人去宁波
参加农民运动会议，回乡后成立
200多人参加的洪塘乡农民协会，
当选为会长。他又组织 100多个农
民组成洪塘乡农民协会自卫军，并
担任宁（波）绍（兴）台（州）农民自卫
军副总指挥，对地主土豪开展斗争。
3月，潘小梅带领自卫军，以12支步

枪包围洋墅缉私营，缴获盐警武器，
进而乘胜一举收缴洪塘警察所枪
支。之后自卫队接连行动，收缴了庄
桥、慈城、骆驼桥、庄市等地的缉私
营和警察所枪支，并联络上虞农民
协会自卫军、余姚庵东盐民协会，击
溃恶霸黄春晓武装。不久，自卫军发
展到 300多人、100多支枪，成为宁
波地区重要的农民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台温
防守司令王俊在宁波“清党”，省防
军进驻洪塘，潘小梅受到通缉，返回
黄岩老家隐蔽。同年秋，潘小梅秘密

回到洪塘，恢复组织，担任中共庄桥
区委书记、慈溪县委委员。11月，根
据省委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以
上虞、象山港为中心的浙东暴动，潘
小梅任暴动指挥部成员。不久，组织
被破坏，暴动计划落入敌手。11月
19日，潘小梅在家被捕，并被搜去
准备暴动使用的枪支。12月，被押
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严刑拷
打面前，潘小梅坚贞不屈，没有泄露
党的秘密。1928年 1月 20日，潘小
梅在杭州万松岭英勇就义。
（中共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潘小梅

暴动失利英勇就义

讲故事·学党史——黄岩党史小故事连载之十四

因新湾204线支线改造，2018
年 6月 22日 7:00—11:00，10kV新
湾 204线 19号杆新湾H1201跌落
式熔断器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屿头乡三联行政村孟家洞自然村、前
山头行政村、引坑行政村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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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英山H105线支线改造，2018
年6月25日7:00—11:00，10kV英山

105线69号杆白晏H1013开关以下
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浙江省温州市永
嘉县岩坦镇（永嘉县风门水电站，
永嘉县横岗水电站，永嘉县岭头
小陈轩溪水电站，永嘉县郑庄水
电有限公司）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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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4日
黄岩供电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林 静）还贷的日子转眼即到可又无
力还贷，男子为解燃眉之急，铤而走险
想到抢劫豪车车主，不料设想的情节
赶不上剧情的变化，还没来得及开口
索要钱款就被群众当场抓住。6月 15
日，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北城小学抢
劫放火案，被告人叶某某犯抢劫罪、放
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1月26日下午17时许，洪女士将

白色路虎越野车停在北城小学校门
口路边，等待放学的儿子小毅（化
名）。小毅出现后，洪女士像往常一样
将儿子带到车边，看到小毅打开副驾
驶室的车门后，洪女士也径直坐上驾
驶室准备启动。

就在这时，洪女士突然听到儿子
呼叫“妈妈救命”，回头一看，小毅被
车子后排一陌生男子压在身下，还被
掐着脖子。男子说了句：“赶快开车，
不然掐死他！”洪女士直觉反应立即
下车，打开后排车门，用手去掰男子
的手，并拉住儿子的肩膀拼命往外
拉，同时高声呼救。时值群众接孩子
放学的高峰期，呼声惊动了附近的群
众，几个路人跑过来一起拉出小毅，
并将男子关在了车内，群众们还自发
将车子围堵住，不让男子逃跑。

突然，车内冒出火光，围堵的群
众见状纷纷散开，车门被打开，男子
连滚带爬逃出车内，在逃脱过程中被
追上来的群众压倒在地，当场就擒。
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男
子抓获归案，由于男子被火烧伤严
重，民警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男子姓叶，黄岩人，32
岁。叶某某交代，去年上半年他办模
具厂时由于资金短缺借了高利贷，可
高额的利息让他无力负荷，债主成天
逼着他还债，对他进行各种威胁，他
铤而走险想到了抢劫。

1 月 26 日这天是还款的最后期
限，走投无路下他决定动手，把目标锁
定北城小学，看见洪女士的白色路虎
越野车停在校门口，判定开这样车的
都是有钱人，就按着自己设想的情节，

趁洪女士接小毅放学上车之际，尾随
其后打开后排车门进入车内，按住小
毅要挟洪女士开车，企图到偏僻处实
施抢劫。不料还没来得及开口索要钱
款，计划就失败了。被困在车内时叶某
某很紧张，为能逃脱，他拿出随身携带
的打火机、汽油，引燃车内物品，趁车
边的群众退开时逃出车外。

区人民法院认为，叶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以胁迫方法劫取他人财
物；又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使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六
十九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充分，应当以抢劫罪、放火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实行数罪并罚。遂作
出上述判决。

北城小学抢劫放火案开庭审理

无力还贷 男子打起路虎车主主意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黄岩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黄岩
支行在黄岩小商品市场联合开展了 2018年“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金融消保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防诈
骗小知识，并向市民发放了金融知识宣传手册，让市民了解和
掌握金融知识，同时增强他们的金融安全意识，提高风险防范
能力。

本报记者 缪安娜 通讯员 杨奕琪 摄

守住“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缪安娜 通讯员

许佳琪） 6月15日，我区在北师大台州
实验学校工程现场，召开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会及安全专项治
理动员部署会，进一步提升建筑施工
安全意识和各方主体争创意识。区住
建局建工处、质监站全体监管人员，全
区各在建项目负责人等两百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北师大台州实验学校工程作为今年
我区的标杆项目，工程在质量、安全、文
明施工、绿色环保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信息技术在施工安全领域的应用
更是走在我区建筑行业前端。当天下午，
大家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工程现
场施工区、生活区等，并在之后交流学习
了标杆工地标准化管理经验。旗隆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王伟平说：“我主要是

来向他们学习工程安全生产、绿色环保
等方面的内容，他们在有泥土的地上铺
安全网等做法对工程防尘很有作用，让
我印象深刻。”

每年6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
今年的主题是“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区住建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陈江告
诉记者：“此次活动可以加强企业安全
生产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企业是安
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下阶段，区住
建局将根据此次部署会的内容，通过
严格日常执法检查、严肃各类事故查
处、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等措施，进一步
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各类建筑施工
企业的督促和指导，力争实现 2018年
全区建筑施工生产安全零事故的目
标，为平安黄岩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全
生产环境。

现场观摩建筑施工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