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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冷空气又要到来了，按
央视段子手朱广权的说法，床以
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
地方都是他乡，上个厕所都是出
差到遥远的边疆……在御寒的
十八般武艺中，电热水袋这款神

器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用过。电
热水袋因为使用方便而备受广
大市民朋友的青睐。但如果购
买不合格产品或者使用不当，可
能暗藏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走访了上塘几家
饰品店和大型超市里，各种样式
的电热水袋琳琅满目，价格在
30到40元左右。正在超市里挑
选电热水袋的市民胡女士告诉
记者：家里有个用了好几年的电
热水袋了，担心安全，今年买一
个新的。“热水袋用起来不仅方
便，而且保温时间长。”

市民对选购热水袋时对外
观、性价比、安全性各有看重，但

是很少有消费者知道究竟如何
辨别其安全性。而对于电热水
袋属于电极式还是电热丝式
的，大多数商家均表示不清
楚。记者随机抽取几个电热水
袋发现，有的产品包装上没有
标明类型，甚至部分电热水袋
上面没有生产日期、质量合格
证及"3C"认证标志。仅有一些
安全使用提示和额定电压、功
率，注意事项等。

市民、商家大多不会分辨

有专家提醒消费者买电热
水袋时，可以用手轻轻地捏一
下，如果在袋子底部能摸到网
状物体，则为电热丝式热水
袋。若是能摸到内部有一个体
积较大的U形或圆弧形管子，
则为电热管式热水袋。另购买
时，要尽量选择大型的商场、
超市，挑选有厂家、生产许可
证、‘3C'认证标志等内容的
正规产品，布料应选用防火面
料。使用时，切勿边充边用，
充电时要保持适当距离，同时
避免与皮肤直接接触以免烫
伤。不要放在腰部或其他身体
部位用力挤压。在使用热水袋

时，不少颈肩不舒服，以及腰
部或是脚部容易在秋冬受寒的
消费者，经常会把充电热水袋
加热以后，放置在这些身体部
位，但是如果使用过度或是使
用不注意，对充电热水袋产生
超负荷的压力，就有可能会让
充电热水袋爆裂。

特别提醒：电热水袋使用时
间如果过长，会使皮肤中的水分
大量流失，从而变得干燥、瘙
痒，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皮
炎。因此老年人或者干性皮肤
者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不管
什么电热水袋，使用超过 2 年
都要及时更换！ 记者柳苗苗

目前市场上的销售电热水
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电极
式热水袋，另一种是电热丝 (
管)式热水袋。2010年11月1日
起正式实施的《家用和类似用
途电器安全储热式电热暖手器
的特殊要求》，已经明确将“电
极式电热水袋”列为禁止生产
产品。因为电极式热水袋有正
负两个电极，直接和袋中的液
体接触，通电后，溶液就带电

加热，升温过程中液体膨胀较
快，升温速度快，容易引发爆
炸。而电热丝(管)式热水袋有
绝缘线圈，能把发热体和液体
隔离开，相对安全。据了解，
近年来，各地发生多起电热水
袋爆炸事件，大多数与电极式热
水袋有关。因为生产成本等问
题，“电极式电热水袋”依然为生
产厂家所青睐，市场上仍然大量
存在！

本报讯 凡是需办理驾驶证
遗失补证、损毁或期满换证等
相关业务的，从昨天开始，我
县又多了一个办理点。由县交
警大队、市人民医院、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永嘉分公司联合推
出永嘉邮政代办交管业务“警
医邮”网点正式向社会受理此

业务。该网点设在县邮政局一
楼大厅内。

为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工作，以上三家单位共同推出
该项重大创新便民服务，高效、
便捷、优质的服务受到了群众的
欢迎。

获悉此消息，家住上塘的邵

女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办理。
她向工作人员提交了身份证和
驾驶证后，通过证件检验、视力
检查、颜色辨别、现场拍照等程
序后，约 20来分钟，换证手续办
理完毕。

原来，邵女士的驾驶证有效
期限将到期，按照以往的程序，

她必须去瓯北车管所办理换证
业务，一个来回小则需要半天时
间，因为工作关系，她很难抽出
时间去瓯北办理，这回，在家门
口就可办理。

据了解，该网点受理申请人
的材料后，通过网络直接传送到
市公安交管网办中心，网办中心

会及时进行审核并制作证件，之
后通过快递寄送给申请人，一般
情况三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据介绍，待条件成熟后，在
我县开设更多的邮政代办交管
业务，方便广大群众。

记者 汪华新 通讯员 朱启勇

本报讯 不少病人家属或许
都经历过排长龙，等候取放射影
像胶片这一令人头疼之事。然
而在县中医院，患者只需微信扫
一扫，随时随地就能“取片”，同

时在手机、电脑上就能方便地查
看医学影像。

据悉县中医院推出的这项服
务叫“移动云影像调阅”。利用

“互联网+”移动设备实现移动云

影像调阅服务，患者在进行数字
医疗设备检查后，不必等待洗片，
其影像资料审核后可以同步上传
到网络，医生和患者可以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不受距离约束，即

可调阅医学图像。传统的胶片打
印，不仅需要患者支付18元的胶
片费用，而且其最佳保存期只有3
年，如果废胶片处置不当，还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用移动云影像取

代胶片，让所有的医生与患者可
以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医学影
像信息，也能进一步降低患者的
就医负担，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
和实惠。 通讯员钱崇昌

本报讯 因铁路施工需要，
三李公路封道已有一段时间。昨
天，市民陈先生致电本报民家热
线67261234反映，因封道带来
很大不便，每次经过需绕道村中
而行，因此要多花十多分钟，不
知道路何时才能开通？

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住
温州在县城上班，每天上下班都
要经过三李公路。现在每次经过
这里都要绕道经过芦田村。“芦
田村中的道路又小又窄，因封道
这段时间来往的车辆很多，经过
的村民也很多，不安全还容易发
生路阻。”

昨天，记者从瓯北一路开车
经过三李公路芦田段时，发现道
路中间写着，“因乐清湾铁路建
设施工需封闭车道，给您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的字样，落款
是县交警大队、浙江乐清湾铁路
SG03标项目经理部。按照路边
的指示牌，记者一路过去需要经
过芦田村中，绕了一个圈子然后
重新回到三李公路再一路往县城
方向过来。

随后记者来到乐清湾铁路
SG03标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机
声隆隆，一派热火朝天。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三李公路封道已近
一个月，封路时也经过县相关部
门的批准。考虑马上要过年而且
该道路经过的车子比较多，这几
天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预计 2
月5日道路会恢复通车，因这段
时间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请谅解。

记者金利珍

县中医院推出“移动云影像调阅”服务
——微信扫一扫，可随时随地取片阅片

三李公路封道何时解除？
预计2月5日恢复通车

本报讯 为了激励更多志
愿者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前晚，我县乐善壹家志愿者服务
队召开以“感恩有你·一路同行”
为主题年会，对去年以来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的志愿者进行表彰，
并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呼吁大家
参与公益从我做起。

手语表演感恩的心、歌曲爱
的奉献、环保知识讲座……当天
晚上，一场场由志愿们自编自导
自演，带有公益宣传性质的节
目相继上演。在表演的过程
中，还不时穿插志愿者知识竞
答，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会上
还表彰了 2016年、2017年度优

秀之星和先进个人各 5名以及
优秀团体4个。

据悉，乐善壹家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于 2016年，人数从当初
的25人发展到现在80余人。两
年来，乐善壹家志愿者服务队本
着“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宗
旨，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服务工
作，志愿者参加人数次达上百人
次；围绕“大拆大整”、“大建大
美”、“五水共治”、平安建设、
帮困助学、关爱儿童、低碳环
保、文明交通等方面，共开展
各项活动 72 场，结对慰问金
5.2万元；宣传交通文明、环保
节能知识25场。 记者金展鹏

日前，永嘉县绿色环保志愿
者协会实施的“保护楠溪江环保
公益行动项目”入选《2017中国
环保社会组织年度发展报告》，同
时成为《2017环保社会组织十件
大事》20 个候选项目之一。据
悉，这是温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
民间环保组织。

清幽隽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楠溪江蜿蜒于永嘉全境，是我
县人民的母亲河，也是全县以及
乐清人民赖以生存的“大水
缸”。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
及前来楠溪江旅游人群的越来越
多，楠溪江的生态环境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因此， 2017 年
初，我县环保、民政、财政等相
关部门史上首次设立“保护楠溪
江环保公益行动专项创投项
目”，出资10万元鼓励民间环保
力量参与保护母亲河，改善楠溪
江的生态环境。经过择优竞选，
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永嘉县绿色
环保志愿者协会成为该项目的实
施主体单位。

同时，在县环保局、治水
办、团县委等部门的支持下，联
合成立了“五水共治”监督团和

“五水共治” 宣讲团，充分利用
这两个平台开展监督、宣讲、保
洁、水质监测等活动。自该保护
楠溪江环保公益行动项目实施半
年来，共开展监督活动 106 场
次，宣讲活动 58场次。有效地
助推楠溪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
善，在民间环保组织的引领下，
形成全民参与保护楠溪江的热
潮。

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实施的“保护楠溪江公益行动项目”入选中国环保社会组织年度发展报告——

为这家民间环保组织点赞！

招生招聘

◆招洗车工，包吃住。
电话：13989729125

遗失启事

瓯江一线 坐北朝南 瞰江福茔

浙江省民政厅批准的经营性公墓
——打造温州的人生后花园

福寿热线：67498988（陵园总部） 88682169（松台店）
陵园地址：永嘉县桥下镇梅岙村鹤栖山（离瓯江大桥1.5公里）

请扫二维码

电话预约
市区专车免费接送

便民·资讯·分类
订版热线：67266633 57677750

小天地 大市场

《今日永嘉》推出便民资讯分类信息版块，商业信
息全年刊登将享受特别优惠。

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永嘉县三塘隧洞分洪应急工程管理所（永嘉县排涝应急工

程管理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7年11月27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乐善壹家“一岁多”
好事干了“一箩筐”
——志愿者服务队召开年会，自编自演传递
慈善的力量

在积极开展监督活动的同
时，对楠溪江沿岸的 50多万居
民开展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大
力宣传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
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
法规，宣传目前楠溪江的水体
受到污染，水质变差的严峻形
势，已威胁到饮水安全的态势，
不断提高全民的知情度，增强
忧患意识，激发全民关注楠溪
江，爱护楠溪江，善待楠溪江的
热情，形成以实际行动保护楠
溪江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达
到保护楠溪江生态环境和一江

清水是全县人民的共同责任。
因此，协会联合县治水办、

环保局、团县委等部门组建了
“五水共治”宣讲团，采用有奖
互动讲座、沙龙、故事、猜谜、演
讲等多种形式，深入田头、社
区、景区，以案说法，通俗易懂，
达到接地气的效果，在政府、社
会、公众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提
升群众对保护楠溪江生态环境
的思想觉悟。2017年以来，共
开展宣讲活动 58场次，受益人
群达2万多人。

特约记者潘智化

在暑期游泳高峰期间，协
会组织监督员在楠溪江水源地
的 4个主要游泳点，对游客开
展“文明游泳、拒绝污染”志愿
劝导行动，引导广大游客树立
良好的环保意识，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大水缸”。

由于持续高温的酷暑，楠
溪江成了众多城里人的避暑乐
园，同时也成了游泳污染的重
灾区，尤其是沙头镇水源地附

近的码砗村、百草园、九丈村、
岭下村、香樟花园等主要游泳
景点，游客爆棚，各种垃圾污
染、烧烤污染、摩托艇污染，不
堪入目。

游泳污染劝导行动持续开
展一个月以来，共出动人员
260人次，劝离摩托艇18艘，阻
止烧烤 25人，清理垃圾 0.8吨，
对保护水源地的环境清洁起到
了良好的效果。

宣传联动，提升沿岸居民环保意识

开展“文明游泳、拒绝污染”游泳劝导行动

在监督活动中，如果没有取
得政府和部门的支持，实现良性
互动，就算在监督过程中做了大
量工作，采集了各种污染行为和
证据，最终也会功亏一篑，很多
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所
以只有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
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形成合
力，才能帮助政府有效地开展环
境治理。

基于这种认识，协会在项目
实施之前，就利用原有的与县治
水办、环保局、团县委、永嘉县

传媒集团等相关部门联合组建
“五水共治”监督团这一载体，
以政府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确
定了监督员们的合法地位，取得
了“尚方宝剑”，为监督活动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并给每位监督
员颁发“五水共治”监督证，从
而使在监督活动过程中拥有了一
张“通行证”。

同时，协会专门建立一个保
卫楠溪江监督微信群，监督员把
标明时间、地点和污染情况的监
督活动照片及时发至微信群或指

定邮箱，由专职工作人员及时反
馈给属地乡镇或相关部门，对于
一些难点和敏感性的问题，上报
至治水办、民政局和县人大，及
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处理。
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例，通过媒体
进行适时曝光，以舆论监督督促
落实。

通过政府支持、部门联动、
媒体配合多多种措施，许多环境
问题得以迎刃而解，民间监督员
作为政府部门的“第三只眼”，
起到了有效的环境治理效果。

“尚方宝剑”，为落实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楠溪江中上游存在的
环境问题，大多是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和生活废水等类型的污
染。

针对一些比较典型又难以解

决的污染现象，协会就专门组织
监督团队进行专题监督，较好地
遏制了一系列难点敏感问题的蔓
延。2017年以来，共开展专题
监督3次，对建筑垃圾污染、生

活垃圾污染、非法采砂、民宿污
染等问题进行专题监督，解决建
筑垃圾污染 12起，生活垃圾污
染21起，非法采砂2起。

2017年 5月 13日，永嘉县绿
色环保志愿者协会面向全社会发
出招募保护楠溪江监督员动员
令，呼吁民间环保力量参与监督
楠溪江中上游各种污染和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经过筛选，最后
150多名“民间监督员”参与到保
护楠溪江的环保行动中来。其
中，分片区设立定岗定责监督员，
落实责任，定期巡河，其余监督员

作为业余监督员参与监督举报。
招募的监督员主要监督楠溪

江及主要景区河流的卫生环境，
开展监督举报楠溪江中上游沿河
乱倒垃圾、乱排污水、非法采
砂、非法捕鱼等违法行为，以及
楠溪江沿岸非法企业和畜禽养殖
产生的污染、旅游垃圾污染、民
宿违规排放垃圾和废水等情况。
协会在大楠溪、小楠溪和水源地

三个片区组建了“巡河”队伍，
每支队伍设立2名定岗定责监督
员，每周至少在所辖片区巡河一
次，实行百分制考核。其中，大
楠溪服务队负责沙头镇岭下村至
岩坦镇片区的监督，小楠溪服务
队负责坦下村至巽宅镇片区的监
督，水源地服务队负责沙头镇引
水工程至九丈片区的监督。

落实责任，分片区定岗定责巡视楠溪江

专项监督，解决系列典型环境问题

志愿者在监测水质志愿者在监测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