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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进行时
·小知识

★如果你在爆炸区。
趴下。在爆炸发生时,先别着

急跑,因为爆炸很可能不止一次,如
果在未确定安全区域前盲目奔跑,
很可能会被第二次爆炸伤及。所
以应立刻趴下,保持身体匍匐,不但
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爆炸伤害,还可
以防止吸入过多有毒烟雾。

找掩体掩护。找到能够有效
阻挡、反射或者吸收爆炸冲击波的
掩体,如躲藏在土围墙、建筑物、汽
车、家具等物体背后。但是必须躲
开这些物体最薄弱的部位,防止破
片冲击带来的伤害。

迅速撤离。当离爆炸现场很

近,而且头顶有钢架结构时，应迅
速撤离,撤离时应弯腰前进,尽量把
身体缩到最小面积。如果有东西
掉落,先钻到结实的遮挡物下,停止
掉落时,迅速离开。如果有浓烟,用
湿毛巾或防毒面具遮住口鼻。如
果没有条件,可向头部身上浇冷水
或用湿毛巾、湿棉被、湿毯子等将
头、身裹好,再冲出去。逃离时,无
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要大喊大叫,
以免吸入热空气及大量粉尘。明
确方向。学会看烟的方向,就是风
的方向。遇到爆炸一定要冷静,才
能增大生还的机会。撤离时原则
上是离开下风口可能受到气体污

染的方向,最好能离开污染区和未
来潜在的污染区。但是,也不要正
对着爆炸区域向上风口走,往垂直
风向的方向跑最好。

巧妙求救。如果被困在废墟
里，可以用手电筒给救援人员打信
号告知你所在位置,或者敲击管道
或墙壁,以便救援人员能找到你所
在的位置,或者吹口哨给救援人员
打信号。

★如果你在爆炸区附近。
关好门窗。爆炸发生时如在

家中,撤离时关闭煤气、电水、门
窗。撤离时带好钱、身份证、手机以
及充电器、水、避寒衣物,穿上平底

鞋。尽可能避开建筑物下方,避免
冲击波导致的玻璃掉落。撤离时
不要慌乱,应有序地向一个方向走。

莫入电梯。爆炸发生时,电梯的
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会断电,或因
热的作用电梯变形使人困在轿厢
内。撤离时避免乘坐电梯扶梯,应通
过安全通道或步行梯撤离。

不要围观。爆炸很可能还有
后续,切记不要围观。

公共聚集场所发生爆炸怎么办？

●近日，临海交警联合相关部门人员，在228国道对过境的危
险品运输车辆安全状况进行认真检查。

据了解，连日来，临海交警主动会同相关部门，对“两客一危”
运输领域进行全面排查，确保不漏一家企业、不漏一辆车、不漏一
处危险路段、不漏一个驾驶员，坚决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洪梦媛 金林伟）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浙商务联发〔2019〕37号）文件规定，对于2016年2月1日以前在
临海市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已预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建设工程
（详见http://www.linhai.gov.cn/col/col1475697/index.html），至今尚
未办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结算手续的，请建设单位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天内，带相关资料来我中心办理结算手续。逾期未办理
结算手续的，我中心将按有关规定，对预缴的专项资金按规定予以
全额结转，缴入国库，不再办理结算手续。

特此公告
临海市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020年6月30日
（联系地址：临海市东方大道8号建设大楼20楼，联系电

话：0576-85382171）

推进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
和预拌砂浆“三位一体”科学发展

预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催办结算公告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6月28日
下午，市民政系统“七一”红色朗诵比
赛在市老年乐园举行。来自民政系
统的十余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此次活动以“沐浴经典，重温历
史”为主题，选手们声情并茂地朗诵
了《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爱的中
国》《长征》《党的赞歌》等12篇歌颂
祖国和党、弘扬正能量的红色经典诗
文，深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
的忠诚信仰，精彩朗诵赢得台下百余
位老年听众的热烈掌声。

在老年乐园怡养天年的郑志秋
今年86岁，党龄60多年了，他认真聆

听了选手们的精彩朗诵，开心
地说：“听了这些年轻人的激
情朗诵，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党
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百姓生活
越来越好，我们心生自豪；这

样的活动来到我们休养的老年乐园，
让大伙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了。”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我们希
望通过开展红色朗诵比赛对广大党员
干部进行一次廉洁担当的履职教育。
同时，为广大青年干部搭建一个展现个
人才华的平台，让大家在朗诵红色经典
诗文中，重温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此外，也借此丰富入住老年
乐园的休养人的精神生活。

当天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产生
了一二三等奖，最终由陈俏、余娜朗
诵的《厉害了，我的国》夺得一等奖。

市民政系统 举办“七一”红色朗诵比赛

图为《绿色的中国》朗诵现场。 孙海康摄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
讯员姜郑）今年伊始，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平静
生活。考虑到安全问题，我市老
党员驿站停止开放。目前，随着
群众文化场所逐步恢复开放，该
驿站也全面恢复运行。

近日，记者来到老党员驿站
时，看到几名身着红马甲的工作人
员正在为两名老人测血压血糖。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新增设的
老干部健康驿站，为老人们检测的
医疗数据与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直
接联网。在这里，可以为老干部们
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导医、预约
挂号、取报告单、代取药、健康档案
管理等服务，每周三还有专家提供
健康咨询等活动。同时，驿站内增
设了智能读卡系统和红外测温体
统，来此参与活动的老党员只要刷
身份证或市民卡，就能读取健康码
信息，红外测温探头还会自动检测

并记录老同志体温，智能
又便捷。

据了解，市老党员驿
站自恢复运行以来，共接

受活动预约5批次，接待活动4批
次，老干部党员125人次，有社区
银耀支部1+N共同体开展的轮值
主题活动，有政协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开展的庆“七一”主题活动，
还有人大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开展
的“颂歌献小康 建言现代化”主
题活动等。

“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既是
一场考验，也是一次机遇，我们经
受住了考验，完成了智能化、贴心
化、多样化的服务管理升级。”老
党员驿站负责人郑米虎表示，老
党员驿站建设的目标不仅是展示
我市新时代老干部先进形象、引
导老党员弘扬正能量，更要将其
打造成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引领
示范基地、老干部志愿团队孵化
基地、老干部组织活动服务中心，
通过不懈努力，丰富驿站内涵，完
善服务功能，让老党员们都能喜
欢这里，经常来此组织学习活动。

老党员驿站
全面恢复运行

6月25日22时28分临海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临海市白水洋镇一仓库起火。消防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处
置，26日3时现场火势得到控制，26日3时30分现场火灾被扑灭。
现场为二层钢结构厕纸仓库，总建筑面积187平方米，起火原因初
步判定为电线短路引起，过火面积约30平方米，无人员受伤。

6月26日下午3时，白水洋镇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镇应急办、
镇专职消防队,各村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火灾的基本情况，对参加会议人员进行安全警示
教育，并要求各村回去后加强对村内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
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临海消防工作手册》的内容一定要认
真检查，确保符合要求。

临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6月30日

火灾警示
电线短路引燃厕纸仓库

本报讯 （记者朱胜男）端午
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阳光也早
早上岗，高温、闷热集体回归。不
过梅雨季的阳光灿烂不过“三
秒”，雨水又在回来的路上。本
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雨带
南压，雨水将重返天气舞台。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
相比上周，本周我市高温暂缓，湿
热继续，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一
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
温32℃-34℃，相对湿度大，体感
总体闷热，市民需继续做好防暑
降温通风除湿工作。其中，今日

至周四阵雨或雷雨频繁，昨夜到
今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
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周五起，
我市位于副高边缘，午后雷阵雨
多发，局地伴有短时暴雨、强雷
电、7至9级阵性大风等对流性天
气。此外，周日沿海海面有8级
以上大风，涉海部门注意防范。

虽然入梅已经足足有一个
月，但目前我市还处于梅雨季的
中后期，雨水依旧是常客。气象
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市民需
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
具，以备不时之需。

本周高温暂缓
多阵雨或雷雨

本报讯 （实习生徐莹 记者孙
海康）“原价15.8元一斤的荔枝现
价9.9元两斤，榴莲19.9元一斤，葡
萄10元3斤……”近日，在大洋社区
的一家水果店，笔者在门口看到醒
目的促销广告，不少路过的市民被
实惠的价格吸引，进店选购自己喜
欢的水果。笔者走访发现，随着气
温升高，西瓜、荔枝、杨梅等应季水
果大量上市，品种日益丰富的同时，
其价格也一路走低。

“我们店里的水果基本是从外

地进货的，今年水果丰产，价格较
去年便宜很多，像荔枝、山竹等水
果最近卖得都很便宜，买的人也
多。”该店店员告诉笔者，水果价格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水果不能久
放，他们就会趁晚上开展一些优惠
活动尽早出手。因为他们是家新
店，所以活动力度和频率会更大更
多一些。

在位于老城区的鹿城路，笔者
发现，这条不算特别长的路上，水果

店分布密集，粗略观察，有七八家。
笔者走进“老百姓果业”，店里的老
板娘介绍，今年受疫情影响，水果价
格卖不高，加上眼下逢水果淡季，本
地水果大量上市，很多水果都亏本
卖，像去年卖10元一斤的荔枝，今
年只卖6元一斤，价格变化挺大。

在洛河菜市场，笔者看到，不少
果农开着大车或拉着小车摆摊，车
上装满了西瓜。一摊主告诉笔者，
西瓜价格受天气影响较大。天热就
涨，下雨就跌，眼下市面上售卖的基

本是第二茬西瓜，相比第一茬瓜便
宜不少，他们夫妻俩每天可以卖出
1000公斤左右，接下来，西瓜会越来
越便宜。

“水果价格便宜，对我们消费者
而言是个好事情，平日里不用顾虑
价格就可以吃到品种丰富的水果。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果汁，榨果汁
需要量比较多的水果，而水果价格
便宜，我们买的时候就会放得开，还
真像孩子说的那样实现了‘水果自
由’。”市民伍先生笑着说。

水果身价跌 市民吃着欢

本报讯 （记者朱胜男）今年是
全国节能宣传周30周年。如今节
能宣传周已成为传播节能理念、提
高公众节能意识、营造节能氛围、推
动全民节能的重要宣传平台，对推
动节能提高能效、促进绿色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今年宣传周的时间
是6月29日至7月5日，宣传主题是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
6月29日上午，市实验幼儿园

开展了一场以“绿水青山、节能增
效”为主题的儿童画作品展示活
动。现场，20多位小朋友拿起画笔，
现场作画，《不要让地球流眼泪》《绿
水青山从我做起》《垃圾分类要做
好》等等，一幅幅创意丰富的画作，
饱含着孩子们对绿水青山、节能增
效的独特见解。

大班的小朋友陈梓墨拿着画
告诉记者：“我的画叫《不要让地球
流眼泪》，画上的四个小朋友举着
牌子，让人们不要乱砍树木、不要
浪费水资源、做好垃圾分类、多种
绿色植物。”

随后，孩子们将一幅幅画作和
节能倡议书贴到宣传展板上，倡导
大家积极参与节能降耗，自觉践行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

孩子们从小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的意识，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
式，让家长加入到节能降耗低碳行
动中来，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市
实验幼儿园老师杜旭说。

据了解，为落实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今年我市的全
国节能宣传周在活动内容和宣传

方式上进行了丰富和创新。市发
改局、节能办、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九三学社临海市委员会、国网临海
市供电公司等部门联合，开展节能
宣传政务合作，围绕“云”上节能周
开展一系列线上活动，通过新兴媒
体开设“节能增效，临海在行动”专
刊，深入企业和部门单位，走进街
头巷尾，挖掘典型的人和事；开展
线上节能知识征集、线上答题活动

等普及节能知识，倡导全民参与节
能降耗，鼓励大家践行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特说：
“节能就在每个人身边，我们希望通
过这一系列活动，发动全市机关干部
及所有市民积极参与到节能宣传工
作中来，从节约每一滴水、每一滴油、
每一度电做起，只有大家共同参与，
才能把节能工作做好。”

全国节能宣传周：
践行节能增效 共建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
临海在行动临海在行动临海在行动临海在行动临海在行动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图为作画现场。 朱胜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