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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曝光台

戚忠杰经营的位于余姚市曹一
路与兴海路交叉口的酒店：未经消
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余姚市一代佳人娱乐有限公
司：水泵房消防电话损坏，消火栓
泵2号泵故障，稳压泵故障无法启

动，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
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余姚市宋岳强食品店：未经消
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进入冬季，天气严寒，用火用
电用气用油普遍增多，火灾风险大
幅增加。公众应自觉加强防范，消
除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1. 用火不要掉以轻心。进入
冬季，家庭日常做饭、照明、取暖
等用火次数较多，空调、火炉等取
暖设施的使用频率增加，稍有不慎
易引发火灾。离家或入睡前，必须
将用电器具断电、关闭燃气开关、
消除遗留火种。

2. 不要让家用电器带“病”
工作。家用电器出现故障，一定要
及时维修，千万不要让电器带

“病”工作，以免引发火灾。家用
电器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
且摆放应防潮、防晒、通风，远离
易燃易爆物品。

3. 警惕吸烟引起火灾，纠正
不良的吸烟习惯。不躺在床上或沙
发上吸烟，不乱丢烟头、乱倒烟
灰。大风天不在野外吸烟。不带火
柴、打火机等火种进入山林。

4. 不要忽视身边火灾隐患。
一些小区楼道成了居民堆放杂物的
通道，一旦起火，杂物被引燃，逃
生的通道被堵死，将会十分危险。
居民楼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停放
电动车、禁止管道井堆放杂物，若
发现身边存在火灾隐患，可以拨打

“96119”举报投诉电话。
5. 严防取暖不当引“家火”。

电暖器、电暖炉等取暖器具要远离
可燃物，严禁超负荷用电，做到人
走电断。要购买正规合格的电热
毯，使用电热毯之前要仔细检查电
热毯是否完好，电阻丝是否被折，
一旦发现上述情况请及时进行更
换。如果使用时电热毯出现折叠，
容易发生短路，瞬间产生的高温会
将电热毯引燃，继而引发火灾。

6. 严防秸秆焚烧惹“飞火”。
要将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统一堆
放在安全地带，草垛不可过大，且
草垛间要有一定的防火间距，不要
将草垛放置在高压架空线下。严禁
焚烧秸秆，以免引发飞火入户，造
成“火烧连营”的惨剧。

7. 严防天干物燥致“野火”。
冬季植被枯萎易燃，不可在山林、
芦苇草地、草垛等附近使用明火、
燃放烟花爆竹。要教育儿童不要玩
火，尤其不要在山林地带和草垛堆
放处玩火，以免野火烧山，引发大
面积山林火灾。

8. 严防电动车起火。电动车
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得停放在封
闭庭院、室内、楼梯间、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处，不得占用消防通
道。电动车不要在楼梯口充电，充
电时长不要超过规定时间。

冬季防火安全提示

本报讯（通讯员 杨蕾）为进
一步规范电镀行业企业生产秩序，
提升电镀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和广大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余姚市应
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住建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及乡镇 （街
道）等多部门深入辖区电镀行业企
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行动。

检查人员采取查阅企业台账资
料和深入生产车间现场检查结合的
方式，详细了解了电镀企业对化学
品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库房设
施、监控设施、电气设施等安全设
施运行情况，以及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
和执行、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
理、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等安
全管理情况；并实地检查了相关企
业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
通；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充电；是否违反规定使用易燃可燃
装饰装修材料；用火、用电、用气
是否存在消防违法行为；是否按要
求建立健全各项消防管理制度及资
料台账等情况；对于检查发现的问

题要求现场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
改的，要逐一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
整改责任清单，限期完成整改，整
改期间要安排专人看管，严防发生
火灾事故。

其间，检查人员还针对各企业

单位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灭火器操作
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并向相关单位
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详细讲解做好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需要注意的事
项；同时要求企业单位负责人要充
分认识火灾隐患的危害性，进一步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日常消
防安全管理，加强对消防器材设施
的维护与保养，提高消防安全防范
能力，确保消防安全。

上图：检查人员深入电镀企业
生产车间检查。

多部门联合开展
电镀行业企业消防安全检查

温馨提醒

为了切实加强幼儿园消防安全教育，提高应对火灾危险的应急处置能
力，近日，朗霞消防救援站联合小曹娥镇中心幼儿园举行了以“消防安
全”为主题的消防安全演练。 通讯员 杨蕾摄

“我是小小消防员”

本报讯（通讯员 杨蕾）为切
实推动消防车通道专项整治工作，
解决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老大
难”问题，根据《余姚市开展消防
车“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实施
方案》，阳明街道强化“三个到
位”，积极开展住宅小区消防车通
道畅通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警示标识到位。街道科学设置
警示标识标牌，引导车辆规范停
放：一是在小区入口和主要通道边
设置“消防车通道”标识，现已在
街道9个社区59个住宅小区，设
置157个标识；二是在小区主出入
口、应急通道、转弯口等地，划线
设置“应急车道禁止占用标志”，
共在41个住宅小区划线226处；
三是设置两个地面禁停标志之间单
边连接线，已在16个住宅小区划
线7608米。

监督检查到位。街道安委会监
督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消防车通
道管理职责，印发《社会单位和物
业服务企业消防车通道管理职
责》，指导辖区内正常运营服务住
宅小区的13家物业公司，制定管
理计划，落实管理责任，及时消除
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隐患问
题。此外，街道消防工作站也定期
对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畅通情况进
行检查，发现问题当场责令物业服
务企业整改。

政府服务到位。对于辖区内无
物业服务的18个住宅小区，街道
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服务，其中8个
住宅小区由所在社区代管，其余由
街道购买服务，落实专门人员，加
强通道管理，防止占用和堵塞。同
时，组织人员全面清理楼梯、走道
堆放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畅通，

在小区楼道、消防车通道旁张贴
“生命通道”相关宣传资料，营造
浓厚消防宣传氛围，推动形成保持
消防通道畅通共识。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
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
的“生命通道”，占用、堵塞消防

车通道会造成严重后果。下一步，
阳明街道将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力
量，将消防车通道畅通情况纳入日
常检查和年终考核，形成长效机
制，并加大居民违规占用消防车通
道等公共资源的处罚力度，确保消
防车通道畅通无阻。

强化“三个到位” 守护“生命通道”

阳明街道畅通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

■本报记者 张敏

“谢谢你们快速破案，帮
我们基金会挽回了损失。”近
日，某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谢
先生给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视频
中队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写
着“火眼金睛破盗案 精湛技
艺解民忧”，以感谢该中队民
警快速破案、追回被盗物品。

事情要从 10 月 26 日说
起。当天晚上，一个鬼鬼祟祟
的身影徘徊在长安路某公益基
金会附近。第二天早上，前来
开会的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诧
异地发现，会议室里的笔记本
电脑和音响设备都不见了。

“音响倒还好，笔记本电
脑里有很多重要的资料，这下
可怎么办？”心急如焚的工作
人员当即报警求助。接警后，
视频技术中队民警钟国栋立即
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通过公共视频，钟国栋发
现一个身穿黑色外套的犯罪嫌
疑人于26日晚上8点43分左
右进入了该基金会。12分钟
后，这个犯罪嫌疑人又迅速离
开了现场，消失在夜幕之中。
钟国栋本打算沿着对方的逃跑
路线，顺藤摸瓜找到其落脚
点。不巧的是，该路段部分路
面正在进行施工，不少公共视
频的探头处于离线状态，这条
线索一下子就断了。

为了寻找新的线索，在接
警当天的中午钟警官再次来到
该基金会，进行了细致的现场
调查。当天晚上，为了获取更
多的案情线索，钟警官又多次
走访沿途商家、调取视频资
料，开展技术研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

量的技术排查后，钟警官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钱某（化名）及
其落脚点——某海鲜大排档的
宿舍。

11月2日下午4点左右，
警方在钱某宿舍内将其抓获。
在抓捕现场，警方搜得了失窃
物品。

据犯罪嫌疑人钱某交代，
他来余姚不久，身上没有钱
了，生活十分拮据。为此，他
动起了歪脑筋，随机选择该基
金会的办公场所作为作案对
象。借助夜色的掩护，他采取
翻墙撬窗入室的方式窃得笔记
本电脑及音响设备。这些物品
评估价值超过3000元。

让人十分惋惜的是，钱某
没有犯罪前科，仅仅是因为

“手头紧张”就走上了一条歪
路。被捕后，钱某对盗窃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钱某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当中。

案件破了，谢先生被盗的
物品也被如数追回。为此，谢
先生给视频中队送去了锦旗并
再三道谢，这就有了文章开头
的一幕。

钟警官告诉记者，在这
起案件中，视频筛查是破案
的基础。“视频中队主要承担
视频研判职责，常常要进行
大量实地走访并调取视频资
料。面对大量繁杂的视频资
料，如何将其转化为能够破
案的关键线索，需要民警花
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加班
加点办案更是一种工作常
态。可是作为一名人民警
察，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再苦再累也是
值得的。”钟警官说。

警方三赴现场快速破案
受害方送锦旗致谢

11 月 25 日，一名环卫工
人正在城区北滨江路清扫落
叶。连日降雨，落叶量增加，
使得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大增。
对此，环卫部门组织力量加大
对城区主要路段的清扫力度，
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容环
境。 记者 黄静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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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章秀妹，76岁，早上从家里出
门，公共视频信息显示，预估往钟家
门头西北方向走失，希望看见的爱心
人士联系……”11月19日，凤山街
道同光村有一名老人走失。对此，民
间救援队开展了联合搜救行动。目
前，宁波地区已有13支救援队参与
了搜救行动。昨天，联合搜救人员在
同光村附近的山头冒雨搜寻。截至发
稿时，老人还是没有任何下落。

记者从老人的儿子黄先生处得
知，其母患有老年痴呆症，平时语言
表达不清晰，生活全靠其父照料。11

月19日上午9点40分，其父因事外
出，25分钟后回到家中，却发现老伴
不见了。“仅仅25分钟时间，我妈妈
就不见了，我爸爸发现后马上通知我
们，还喊了亲戚朋友到处找。”

刚开始，大家以为老人是在村里
迷路了。但是，一番询问之后，村民
们都说没有看见老人。于是，老人的
家属向警方求助，警方查看了附近的
公共视频。“查看了村道上的两个公
共视频，还有村子外面的两个公共视
频，都没发现我妈妈。”黄先生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人还
是没有找到。于是，焦急的家属又向
民间救援队求助。姚江源救援队和众

益救援队接到求助信息后，当天较早
地赶到了同光村。“我们分析了一
下，认为老人往山上走的可能性比较
大，因为他们家的后门打开就是山
林。在村庄及附近地区搜寻无果后，
我们把搜寻的主要方向定在了附近的
山头。”姚江源救援队队长魏军波说。

到了第四天，魏军波发出联合搜
救的信息，我市8支救援队130余人
加入到了搜救行动中。到了昨天早
上，搜救队伍扩充到13支队伍140余
人，这些搜救人员来自宁波、象山、
慈溪等地。联合搜救人员不顾阴雨寒
冷，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和声呐系统
等先进设备，将同光村附近的3个山

头搜寻了五六遍，依旧没有找到走失
的老人。

截至昨天，老人已经走丢7天
了。据悉，走失时，老人穿着单薄的
咖啡色上衣、黑色裤子和一双紫色的
凉拖鞋。

最近几天，气温骤降，又下着
雨，走失老人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消防部门和同光村的许多村民
也加入到了搜救队伍中。我们希望，
老人能够平安。若有读者发现身着上
述衣物，身高 1.55 米、身体微胖、
白发、言语迟钝或者表达不清的老
人， 请及时拨 打 本报热 线 电 话
62726789进行联系。

“妈妈，您在哪里”
同光村76岁老人走失7天，宁波地区13支救援队140余人联合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