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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三十二）消防安全小知识
夏季高温，警惕家中电器也“中
暑”

进入夏季高温期，很多家用
电器的使用频率都大大提高。在
防止自身中暑的同时，也要关心
电器们的“健康”状态，下面带领
大家看看在夏季如何安全用电。

如何安全地使用家电？
1.不要频繁地启动家电
频繁地启动家电，必然造成

其内部过热，加上外部炎热的天
气，极易损坏家电，缩短电器的使
用寿命，甚至发生事故。

2.家电不要超期“服役”
不少人对家电的使用年限没

有明确概念，只有在无法使用，修
理无效后才会更换。

家电使用寿命超过使用年限
的表现：

空调 10年，出现噪音大，耗
电量增加，出风口异味重等情况；
冰箱15年，耗电量会达到之前的
两倍左右，且冷冻能力和保鲜力
都会极大地降低；电风扇 12年，
出现绝缘老化、机件过度磨损等

问题，存在许多安全隐患。
3.禁止超负荷用电
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

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时段，大容量
用电设备须使用专用线路。移动
式插座的连接线不宜过细，插座
上的设备用量不宜太多。

4.湿手勿碰开关
高温天湿手不要搬动正在运

转的家电。如手出汗也不可以搬
动，需搬动时，应先关上开关并拔
去电源。

5.修理带电线路要注意
禁止赤手赤脚修理带电线路

或设备，或用铁梯登高修理，要戴
干净和干燥的布手套。

6.正确放置电器，避免超时
间使用

电器应放置在无阳光直射或
阴暗的地方，保持通风良好，电器
使用一段时间，要让其适当休息，
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电器
周围禁止放置易燃物品。

7.家中若浸水，先切断电源
在切断电源后，将可能浸水

的家用电器，搬移到不浸水的地
方，以防止绝缘浸水受潮，影响今
后使用。

8.较长时间外出，请切断电
源

关闭电器或家中多日无人居
住时，应将电源切断。停用电器之
后，应将插头拔出，尽量减少带电
设备，以免电表继续走动。

9.经常进行漏电测试
对夏季使用频繁的电器，如

电热淋浴器、洗衣机等，要采取一
些实用的防范措施防电，如经常
用试电笔测试金属外壳是否带
电、使用合格的触电保护器（漏电
开关）等。

10.电器起火要立马关闭电
源总开关

电器冒烟或起火时，马上拔
掉电源插头或关闭电源总开关，
然后用毛毯或棉被等覆盖灭火，
切勿向电器泼水，即使已经关闭
电器电源。

11.雷雨天注意关闭电器
雷雨天气要小心，事先将室内

电器关掉，拔掉插头、电话线和闭路
天线；雷雨过程中，不要接触电源开
关和用电设备，不宜使用太阳能热
水器。

电器着火如何解决？
由于天气炎热干燥，电器设

备长时间运转使用，容易产生自
燃而造成火灾事故发生。如发生
火灾时，请大家注意不要慌张，要
认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然
后按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应急处
理：

电视着火：先关闭电源，再用
干粉灭火器或用纯棉絮灭火，切
勿用水。在灭火时，灭火器不能直
接射向荧光屏，以免其受热后突
然遇冷而爆炸。

电器设备或是电线短路着
火：先关闭电源再用干粉灭火器
灭火，切勿用水灭火。

煤气着火：先用湿毛巾灭火
后，再关闭手阀。

以上只是应急处理，如火势
太猛不能控制时，应第一时间拨
打119报警。

市场监管视窗

本报讯（记者 蒋奇军） 自 5月
1日禁渔期开始以来，区市场监管局
以农贸市场、餐饮单位为检查重点，
积极开展“一打三整治”监管专项行
动，进一步加强全区农贸市场和餐饮
店违禁渔获物的管控力度。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渔政等
相关部门，先后来到了黄岩中心菜市
场和台州农贸批发中心等地开展巡
查。执法人员详细审查了各家经营户
的海鲜水产品销售和索证索票等情
况，重点查看水产品经营户是否违规

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 8种海
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执法组都及时提出了整
改意见并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此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加强
对餐饮店的监督力度，开展休渔禁渔
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提高群
众保护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
意识。

“此次‘一打三整治’活动从 5月
初开始到 9月中旬结束。在这期间，
我们会不定期地对辖区内农贸市场
和餐饮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如有发现
必将严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
委员王亚告诉记者。

休渔期“一打三整治”
市场监管在行动

（上接A版）

着力“摘帽消薄”增进民生福祉

“过去由于交通制约，地处佛岭
山岙里的横溪村集体经济一直比较
弱。”在新建的村文化礼堂会议室里，
村党支部书记徐从宰向记者介绍。横
溪村座落在佛岭水库边，距集镇 7公
里，属半山区村，拥有较好的山林及
水库资源。县道院岙线沿库而建，也
是出入该村的唯一通道。

全长 18公里的院岙线自 1999年
11 月建成以来，经历了三次大修。
2015 年，我区投入 1320 万元对院岙

线实施路况改造、沿线环境整治及景
观提升，努力改善路况水平和通行环
境。去年，沙埠镇与区公路局对院岙
线沿路绿化、附属设施再一次启动提
升改造，院岙线路况和路域环境有了
明显提高，旅游大巴车也能够顺利开
进村庄。

优良的路况水平，优美的路域环
境也在不知不觉中点燃了这个经济
薄弱村的希望。去年，当地相继完成
了市级美丽公路、佛岭水库绿道、新
村文化礼堂等建设项目。“去年下半
年，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有了不小

的增长。”徐从宰说。
通过“四好农村路”的吸睛效应，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院岙线边
上的民宿“花语堂”一到周末便一房
难求，一年接待游客人次可达 5万余
人。猛增的游客流量，又带动了当地
枇杷、白萝卜、芋头等农特产的销售。
沙埠镇党委书记熊伟说：“‘四好农村
路’建设，在给群众出行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增长了沿路村庄的民生福
祉”。

2011 年，横溪村村民年均可支
配收入为 12070 元，院岙线“四好农

村路”建设完成之后，村民年均可
支配收入如今已达到了 23540 元。
另外，该村还在今年被列入市级美
丽乡村精品村建设，总投资 400 万
元。

长决线、院岙线都是我区“四好
农村路”铺就乡村振兴道、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的缩影之一，还有北宁线、
黄前线等多条公路，也都各自发挥着
带动沿路村庄经济发展作用。如今，
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把八方来客汇
向了一个个美丽乡村，村民的腰包和
幸福感也随之涨起。

本报讯（通讯员 谢 茸）近日，
市交通运输局公布上半年度全市交
通工程“品质工程”创建考评综合排
名，104国道黄岩头陀至院桥公路工
程排名全市第四。

近两年来，区交通集团以规划为
先导、以项目为抓手，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全力破难攻坚，促开工、抓在
建，全面打响交通项目建设大会战，
全力构建“五纵五横”大交通网络体
系，为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加快
建设美丽黄岩作出了交通贡献。

在普通公路工程建设中，区交通

集团从设计开始到项目招标、施工进
场、现场管理，始终秉承打造品质工
程理念，以交通运输部、浙江省关于
创建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的意见、方案
为指导，主动适应国省道工程项目建
设管理的新要求，践行工匠精神，进
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和过程控
制，全力创建品质工程。今年 6月，全
市普通公路品质工程推进现场会暨
交通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启动仪式在
黄岩举行，区交通集团“品质工程”创
建工作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得到了全
市交通同行的肯定。

区交通集团全力创建品质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翁敏渊）台风
过境，分布在城区各处的果壳箱有了
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果壳箱的箱门
不翼而飞，有的果壳箱内胆破裂，这
既影响了城区居民的正常使用，也影
响了市容环境的美观。针对此情况，7
月 12日，区环卫处组织工作人员对
城区各主次干道的果壳箱进行更换。

据统计，此次共计更换损坏严重
的果壳箱 150余只。“我们根据路段
人流量等实际情况，重新确定了部分

果壳箱摆放的密度，并落实专人进行
冲洗，做到箱体整洁干净，保证完好
度。”该处负责人表示。通过此番更换
完善了环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了城区环卫的“硬件”装备水平。

区环卫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
民，别把城区道路两旁的“果壳箱”等
同于“垃圾桶”，果壳箱为路人丢去一
些小件零星垃圾使用，勿将废弃家
具、装潢垃圾等大件垃圾丢入果壳箱
内，容易腐蚀、破坏果壳箱。

城区道路集中更换果壳箱
硬件升级扮靓城市形象

本报讯（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林 静） 7月 12日，在区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童仙正正在为代理的交通事
故申请立案，得知法院新实行的诉前

司法鉴定，能够在进入诉讼立案前，
使当事人的争议数额提前明确，这让
童仙正觉得很方便。

“以前他们可能要求重新鉴定，
鉴定时间长达六个月到一年，要付两
次鉴定费，现在改为诉前司法鉴定，
一般一个月就能搞定，大大缩短了时
间，鉴定费也只要付一次就可以了，
对老百姓来说诉讼成本降低了。”童
仙正说。

近年来，随着民商事案件逐年递
增，以往“诉中鉴定”的种种弊端严重

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为此，区人
民法院在全市率先实行诉前司法鉴
定制度，将司法鉴定由“诉中”变为

“诉前”。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溢说：
“诉前司法鉴定的实行将有效缩短办
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缓解人民法
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

据悉，目前诉前委托鉴定主要
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涉非法用
工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饲养动物致
人损害赔偿纠纷、雇员受伤赔偿纠

纷、雇主损害赔偿纠纷等特殊类型
侵权纠纷，保险合同纠纷及其他适
合诉前司法鉴定的案件。当事人到
法院起诉时，凡涉及上述类型案件
且需要司法鉴定的，工作人员主动
向当事人释明可申请诉前鉴定。双
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启动诉前鉴
定程序，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材
料进行质证，并共同选定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法院可
视情况进行诉前调解或及时转入诉
讼程序。

区人民法院率先实行诉前司法鉴定制度

诉讼降成本提效率

本报讯（记者 张灵双 通讯员
张月微）“心肺复苏是最基本和最重
要的抢救呼吸、心搏骤停者生命的医
学方法。”近日，西城街道邀请区红十
字会培训讲师为雅林、路边两村的一
百余名干部、群众普及红十字应急救
护知识。

培训课上，讲师牟梅珍通过典型
案例分析、观看急救视频、现场情景
再现等形式向学员展示如何快速止
血、包扎、互救自救以及搬运等相关
应急救护的操作技能，提高学员的紧
急救护意识。

“双手十指相扣，一手掌紧贴患
者胸壁，另一手掌重叠放在手背
上。”在讲解心肺复苏时，牟梅珍重
点介绍了徒手心肺复苏的方法，并

现场指导学员进行心肺复苏紧急技
术操作实训，进一步提高学员应对
突发灾难和意外伤害时的急救能
力。“肘关节伸直，上肢呈直线，按压
频率为每分钟 100至 120次。老师讲
的急救关键词句，我都做了相应笔
记。”课后，学员罗晓笑着向记者展
示了她的笔记。

据了解，此次“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以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让学员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
应急救护相关知识，提升各自的自救
互救水平。同时，为强化大家的紧急
救护能力，区红十字会还为现场学员
送上三百余份“救护指南”“应急救
援”等宣传手册，普及推广各项实用
急救知识和技能。

西城街道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急”在平时“救”在身边

近日，北洋镇开展“我为党旗添风采·红色七月”志愿服务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为村民进行垃圾分类示范，并与村民现
场进行互动，引导他们正确投放垃圾，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
惯。

本报记者 缪安娜 通讯员 孙红红 摄

垃圾分类宣传入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