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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三十三）消防安全小知识

橘 乡 微 新 闻

乘船时遇险如何逃生自救
炎炎夏日，去海岛避暑的人逐

渐增多，乘船时遇到突发状况该如
何应对？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一、游船下沉逃生步骤：
1.保持冷静，到甲板上听从船

上工作人员的指挥。如果乘船时遇
险了，要在短时间内奔到通向甲板
的最近出口，尽快跑到甲板上。首
先，遇险人员要相互鼓励，树立求
生的信心，在使用救生设备，如救
生艇、救生筏时要注意听从指挥，
保持秩序。

2.船舶发生意外事故，一般不会
马上就下沉，此时应该迅速发出求救

信号，手机、信号弹和燃烧的衣物都
可以发出求救信号。船上有救生衣、
救生圈的，要迅速穿好，若没有救生
衣、救生圈的，则应以船身或者其他
能浮动的物体作为救生工具。

3.如果来不及登上救生筏或救
生筏不够用，不得不跳下水里，就
应迎着风向跳，以免下水后遭漂浮
物的撞击。跳时双臂交叠在胸前，
压住救生衣，双手捂住口鼻，以防
跳下时进水。如果跳的方法正确，
并深屏一口气，救生衣会使人在几
秒之内浮出水面。

4.一旦落入水中，一定要保持
情绪稳定，不要慌张，如果很容易
游上岸边，请尝试。如果水速很急，

不要直接朝岸边游去，而应该顺着
水流游向下游岸边。如果河流弯
曲，应游向内弯，那里较浅并且水
流速度较慢。

5.若在海上遇难，不要喝海水，
因为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而人
体内需要的盐分很少，如果体内盐
分过多，多余的盐由肾脏以尿形式
排出，水分排出过多，就有可能造
成严重脱水。

二、船上失火逃生步骤：
1.发生火灾时，盲目地跟着已

失去控制的人乱跑乱撞是不行的，
一味等待他人救援也会耽误逃生
时间，积极的办法是赶快自救火或
逃生。

2.船上一旦失火，由于空间有
限，火势蔓延的速度惊人。如果当
时远离陆地，可能难以逃生，因此
若是失火，必须当机立断，关闭引
擎并迅速转移。

3.若是甲板下失火，船上的人
必须马上撤到甲板上，关上舱门、舱
盖和气窗等所有的空气口，阻止空
气进入，然后在甲板上或者其他容
易撤退的地方进行扑救，如果无法
迅速灭火，应撤离火场，甚至弃船。

4.一旦发现火势无法控制，抓
紧时间寻找救生设备，从船尾跳到
水中或者撤到救生筏上，弃船后然
要尽快远离出事船只，因为下沉的
船舶会造成漩涡，把人卷入。

本报讯 （通讯员 徐雯洁 王
慧）近日，区交通运输局针对农村公
路灾毁修复资金短缺、修复速度慢的
难题，推行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管养模
式，这是我区历史上首次为农村公路
购买财产保险。

“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属于财产保
险综合险，即将农村公路、构筑物及公
路附属设施（包括路基、路面、桥梁、涵

洞、隧道、防护工程、安全设施、排水设
施、养护管理房屋及建筑物等）遭受自
然灾害损毁损失进行投保。”区交通运
输局工作人员介绍，在保险期间内，由
于暴雨、洪水、暴风、台风、暴雪、冰凌、
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突然
下陷下沉等自然灾害造成保险标的的
损失，以及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
害蔓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造

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所支付的必要
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该局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
式，将全区农村公路纳入财产保险体
系，将农村公路管养推向市场化，提高
抗御风险能力，开拓了公路管养购买
服务新领域，开辟了公路灾毁资金筹
措新渠道，健全了农村公路防灾抗灾

体系，拓宽了灾毁恢复发展途径。截至
目前，我区投保农村公路里程达1220
公 里 ，占 全 区 农 村 公 路 总 里 程 的
100％。其中县道 28条共计 369.31公
里，乡道27条共计157.612公里，专用
公 路 4 条 共 计 14.312 公 里 ，村 道
678.684公里，保险费率为公路财产估
值的1‰，总保险费185.39万元，全面
实现了农村公路财产保险全覆盖。

区交通运输局为农村公路购买财产保险

7月11日，江口街道举行白石车村204线道路拆迁安置择基大会，108户涉
拆户顺利完成安置择基。204省道是余姚至温岭的省级道路，是台州市“六纵七
横四疏港”干线公路中的重要“一纵”，其中204省道（江口段）涉及江口街道白
石车、白石王、山下郎、唐家岙等8个村庄的房屋拆迁工作。该项目通车后，将有
效缓解城市主干线交通压力，构筑城市环线，完善公路结构，促进沿线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林海涌 摄

白石车村108户完成安置择基

院桥镇举办应急救护培训会

7月 12日下午，院桥镇举办
应急救护培训会，来自全镇百余
名干部群众参加培训。会上，区红
十字会专业培训讲师结合溺水等
意外伤害的现场急救案例，为参
训人员讲解了应急救护的程序、
注意事项及心肺复苏基础知识，
并通过现场操作演示，让参训人
员掌握了心肺复苏的程序及操作
技术。

（金曼春）

区住建局开展在建工程专项
检查

连日来，区住建局对我区在
建主体工程开展监督抽查，规范
建设工程各责任主体质量行为，
全面提升工程质量水平。截至目
前，共开展工程原材料和实体质
量抽查抽测 33次，抽查在建主体
工程项目 29个。回弹法检测混凝
土强度 256 个构件，合格率达
82.8%；测量现浇板厚度 152 间，
合格率达 66.4%；钢筋保护层厚
度 258个构件，合格率达 94.2%；
钢 筋 原 材 料 60 组 ，合 格 率 达
96.7%。对不合格原材料，区住建
局将按规定进行复试或退场等处
理。

（徐琴虹）

区房管处加强商品住房价格
监控

连日来，区房管处根据透明

售房网数据统计，核算各个楼盘
的商品住房成交均价，进一步加
强房地产市场商品住房成交价格
的日常监控。

自数据监控以来，由于排屋
和高价房源签约量的影响，我区
商品住房平均价格偶有波动，如7
月 5 日，朗石园 2 套排屋签约售
出，当日商品住宅均价达到19780
元/平方米。总体上，我区商品住
房近期均价在15946元/平方米左
右，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趋于缓步
上涨态势。下阶段，该处会持续关
注房地产市场动态变化，一旦出
现商品住房价格异动，立即上报，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信息的监
管。

（戴 葵 黄佩佩）

我区水质提升规划编制完成
招投标

日前，我区水质提升规划编
制完成招投标。该规划编制为我
区 2018年破难攻坚项目之一，立
足于我区水环境特点与面临的问
题，围绕水质提升的目标，对水质
提升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等做出
整体规划。规划范围为全流域988
平方公里，主要内容为水质现状
调查及问题分析、水质提升目标
分析、水质提升重点领域与主要
任务、投资估算和保障措施等五
大项。下阶段，区水利局将会同相
关部门和编制单位紧盯时间节
点，确保年底完成编制工作。

（苏晓丽）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杰）近日，
区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走进高桥街
道区域化党群服务中心，以集中座谈
讲解的方式，为高桥企业上门“送政
策法规”，助力企业发展。

“这次带来的讲解真是太及时
了，让我学到了很多政策法规，不仅
对平时工资发放环节清楚了，而且也
了解了特殊工时、节假日加班的加班
费问题。”黄岩瑞丽模塑有限公司的
职工代表说。

这是区人力社保局积极推进人
力社保法治建设的一幕，近年来，区
人力社保局积极启动实施了“法治人
社”工程建设，通过落实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科学部署法治建设工
作任务、着力夯实执法队伍基础等方
式，助推“法治人社”工作取得了良好
成效。

该局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党政主
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规定，组织党组（党委）进行
专题学习，由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
任人，将法治工作摆在工作全局重要
位置；成立了专门的“法治人社”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为推进法治工作奠定
了坚强组织基础；制定了《黄岩区人
力 社 保 部 门 法 治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16—2020年）》，从“依法全面履行
部门职能”“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等 8个方面，对 2016—2020年
的“法治人社”建设进行科学部署，形
成了任务分解表，明确责任单位、配
合单位、完成时限、成效形式等，确保
落到实处。

为夯实执法队伍基础，该局以强
化法制培训为主线，将法律法规培训
列入干部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干
部职工学习法律法规。去年以来，该
局先后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工伤保险
条例》《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40多人次参加各种学法考核，通过率
为90%以上，全局执法人员的法律水
平有了明显提升。

此外，该局还着力规范执法程
序，主动调整劳动监察工作思路，从
过去重调查处罚转向指导企业规范
劳动用工，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
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该局
积极打造互联网普法平台，在“黄岩
人力社保”微信公众号设置“依法行
政”专栏，内设“法规政策”“法规信
息”“法规问答”等普法板块，通过上
传劳动仲裁、工伤认定等案例，宣传
人力社保政策。去年，该局共办理行
政处罚案件23宗，主动监察用人单位
1100户，为劳动者追回工资及经济补
偿 264余万元，处理劳动争议案 302
件，结案率达98％。

区人力社保局多措并举打造“法治人社”

本报讯（记者 陈媛瑗） 7月 12
日，“橘都逐梦 创见未来”中国·黄岩
第二届全球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
赛正式启动。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征集

“生命健康”和“智能制造”两大领域
的创新创业项目，并为创业者提供丰
厚的政策保障——最高获奖项目在
黄岩落地转化可获得 300万元的资
金资助，5年内创业企业按实际投资
比例可获得最高 2000万元的资助。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蔡理明参加启
动仪式。

据悉，本届大赛分为初赛、复赛、
决赛三个阶段，面向全球共征集 200
个项目，设立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4名。其中，获得大赛一等
奖的创业项目享受台州市“500精英
计划”B类标准的创业落地有关扶持
政策；获得二、三等奖的创业项目享
受 C类标准的创业落地有关扶持政
策。一、二、三等奖的创业项目落地
后，其领衔人分别参照区“百名英才”
A、B、C类标准给予生活津贴补助。

黄岩是“模具之乡”“医化强区”，

形成了模具制造、医药化工、塑料制
品等七大传统制造业。在台州市重点
培育扶持的七大千亿产业集群中，黄
岩的模塑制造和医化产业也名列其
中。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产业的优化升级离不开创新和人
才。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
才工作，以完善政策、搭建平台、优化
服务为抓手，加快引才引智，助推产
业转型。截至目前，全区共引进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 2人、省“千人计划”
专家 13人，有 69人入选台州市“500
精英计划”，我区被评为全省科技进
步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区、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区和全国科学发
展百强区。

本届比赛将为广大高层次人才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双创成果的渠
道，而通过市场化“以赛引才”“以赛
引智”引进人才项目，将推动海内外
最新科技成果、优秀科研人才、创投
资本向黄岩转化、积聚和落地，为我
区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提供坚强的
人才保障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近日，市一医组织党员医疗志愿者在东城街道山亭社区开展
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眼科、内科、皮肤
科等诊疗服务，帮助居民答疑解惑，同时宣传相关公共卫生知识。
当天，参加义诊的还有来自台州学院医学院暑期实践的学生。

本报记者 蒋奇军 通讯员 何 一 周 潇 摄

义诊送健康

中国·黄岩第二届全球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小亿）“后面那
辆白色的车不大对劲，估计有情况，赶
紧过去拦住。”7月 12日晚，市交警局
直属二大队秩序中队出动警力在新前
街道的新江路上设卡检查。19时30分
左右，执勤交警发现车队中有一辆大
众途观行驶异常缓慢，行驶轨迹歪歪
扭扭，执勤交警立即上前将该车拦下，
并要求车主进行酒精度测试。

“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达到
41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已构成违
法行为。”经测试，车主陈某确系酒后
驾驶，被查处后，贪图一时方便选择酒
驾的他追悔莫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交警对陈某处以扣12分，罚
款2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并要求他再次进行行车理论学习。

市交警局直属二大队秩序中队

副中队长缪力告诉记者，世界杯期
间，不少司机观球时喜欢饮酒助兴，
许多人觉得只喝了几瓶啤酒并无大
碍，半夜也不容易被查到，而后冒险
开车回家。“在比赛期间，我们根据赛
程安排，合理调整检查时间，加强后
半夜的检查力度。同时增设检查点
位，在主干道、涉酒事故高发地段加
强管制。”缪力说。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世界杯
期间，交警开展夜查行动，通过全覆
盖、拉网式检查，加强对酒驾、醉驾的
打击力度，共查处酒后驾驶 68起，其
中饮酒驾驶52起，醉酒驾驶16起。交
警部门再次提醒，酒驾、醉驾是违反
交通法规的犯罪行为，广大市民要注
意交通安全，做到饮酒不开车，开车
不饮酒，切勿心存侥幸，酿成大祸。

交警严查酒驾不手软
世界杯期间“啤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