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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全国消防日 2018 年主题：全民参与，防治火灾

余杭已建成 163 个社区微型消防站
本报讯 （记者 王瑜薇 通讯员 王欣
怡） 回想起今年发生在自己家的那场意
外 ，绿 城 玉 园 住 户 吴 女 士 至 今 仍 心 有 余
悸。
“ 多亏了当时消防站的队员处置及时，
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吴女士口中提到的这件事，发生在 8 月
10 日下午 16 点 49 分。当时，吴女士在家中
烧菜，后来有事出门竟忘了关燃气灶，食物
被烧焦，不但整个厨房弥漫着焦煳味，还出
现了大量浓烟。微型消防站队员发现险情
后，冒着浓烟查找到火源，并迅速关掉燃气
灶，避免了一起火灾。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
断 扩 大 ，社 区 消 防 安 全 工 作 显 得 至 关 重
要。记者从区消防大队了解到，近年来，我

生活小贴士

区积极组建重点单位、社区微型消防站，打
通火灾防控“最后一公里”，助力“平安余
杭”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社区微型
消防站达 163 个，可为市民提供第一时间的
火灾防控。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型消防站
记者走访南苑街道新丰社区微型消防
站看到，社区微型消防站配备设施齐全，有
灭火器、水枪、水带等灭火器材；有外线电
话、手持对讲机等通信器材；还有消防头
盔、灭火防护服、防护靴、破拆工具等。
据了解，目前我区社区各微型消防站
都配备了 1 名站长，5 名以上接受过基本消

防技能培训的队员。平时，微型消防站的
队员们除了战备值班和训练，还肩负着消
防隐患自查自纠、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消防
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灯是否常亮等检查
工作。

微型消防站小、灵、快 防火有实效
记者从区消防大队了解到，我区目前
建成的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中，仓前街道
是其中的佼佼者。
仓前街道社区微型消防站为辖区居民
织起一张严密的消防“安全网”。
“ 今年以
来，社区微型消防站不断发挥作用，街道火

警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39 起；火灾数较去年
同期减少了 15 起。”负责仓前街道微型消防
站建设和运作工作的冯建伟说。
冯建伟说，
现在仓前街道已经做到了社
区微型消防站辖区全覆盖。仓前社区微型
消防站具有小、灵、快的特点，配备了三大
“法宝”
：
一辆中型皮卡，
适应村道、山路等各
类复杂路况，下村入户灭火救援畅行无阻；
一批破拆救援装备，基本可以实现专业救
援；一套实时对讲系统，让火灾信息第一时
间报告、支援队伍第一时间赶到。为打造一
支
“拉得出、叫得应、打得响、灭得火”
的社区
微型消防队伍，街道还重点加强队伍建设，
微型消防站队伍人员时刻保持着“战备状
态”
，
打通火灾防控
“最后一公里”
。

家庭火险，如何自救？

保持镇静速撤离 突然面对浓烟和
烈火，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判断危险地点
和安全地点，决定逃生的办法，尽快撤离险
地。千万不要盲目地跟从人流、相互拥挤、
乱冲乱窜。
扑灭小火需及时 当发生火灾时，
如果火势不大，且尚未对人造成威胁时，应

充分利用周围的消防器材，如灭火器、消防
栓等设施及时将小火控制、扑灭。

珍惜生命莫恋财 在火场中，生命
贵于金钱。身处险境，逃生为重，必须争分
夺秒，切记不可贪财。

避险固守要得法 在撤离火灾现场

时，当浓烟滚滚、视线不清、呛得人喘不过
气来时，不要站立行走，应该迅速地趴在地
面上或蹲着前行，以便寻找逃生之路。逃
生通道被切断且短时间内无人救援时，可
采取寻找或创造避难场所、固守待援的办
法。首先，应关紧迎火的门窗，打开背火的
门窗，用湿毛巾、湿布堵塞门缝或用水浸湿
棉被蒙上门窗，然后不停用水淋透房间，防

止烟火渗入，固守待援。

自救莫忘救他人 任何人发现火
灾，都应尽快拨打“119”呼救，及时向消防
队报火警。火场中的儿童和老弱病残者，
他们本人不具备或者丧失了自救能力，在
场的其他人除自救外，还应当积极救助他
们尽快逃离险境。

千里赴贵州助学 余杭人用爱织了一道
“彩虹”
本报讯 （记者 王杨宁） 近日，余
杭滴水公益义工一行，在区对口支援办
的协调牵头下，携 3000 个“彩虹盒子”
前往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天柱县和恩
施咸丰县，为大山里的 3000 名小朋友
搭起了一座充满爱心的“彩虹之桥”。
这次带去发放的“彩虹盒子”，总价值 12
万元，每个盒子里包含了雨衣、雨鞋、文
具、背包、手套、袜子等学习和生活用
品。
滴水公益还和当地的扶贫办、团
委、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就公益发展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座
谈，并初步达成公益互相协作的意向要
求。
余杭“滴水公益”积极参与东西部
扶贫协作，经与余杭区帮扶黔恩三个县
工作组的对接后，决定每年为当地的贫
困家庭孩子发放“彩虹盒子”3000 个，连
续三年，让近万名山里娃拥有“彩虹盒
子”，让“彩虹盒子”成为大山里的一道
风景线，让孩子们能在泥泞的山道上唱
出快乐的歌声。

南苑派出所
抓获一伙电瓶窃贼

本报讯 （通讯员 汤水根 阮明珠 记
者 陈坚） 凌晨 3 时许的余杭高铁站，人车
稀少，一辆黑色小轿车奇怪地在周边慢悠
悠地“闲逛”，后面还跟着一辆电动车。因
为屡次得手，这伙人似乎有些大意了。然
而，这次有几双警惕的眼睛在背后紧紧地
盯着他们……
10 月 31 日凌晨 3 时 15 分，南苑派出所
蹲守警员在地铁余杭高铁站抓获 3 名涉嫌
盗窃电瓶的疑犯，成功打掉一伙疯狂作案
的偷窃团伙。
10 月 20 日，市民徐先生报警称，他停
放在地铁余杭高铁站 A 出口边上的一辆电
动自行车的电瓶被盗；10 月 21 日、23 日，
又有两位市民报警称，他们停放在同一地
点的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
针对近期在南苑地铁高铁站 A 出口停
车场周边发生的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案，
南苑派出所迅速安排视频组对该类盗窃
案件进行视频分析排查，在调取案发地周
围的监控，并经过一系列查看、分析、比对
后，发现有数名男性嫌疑人，似有一个盗
窃团伙在此作案。
这些人偷电瓶时手法娴熟，任务分工
明确，每次盗窃时间在凌晨四五点左右，
有人专门负责打开电瓶的保护装置，有人
专门负责提电瓶，默契配合之下，短短几
分钟电瓶就轻易得手。随后，他们通过电
动自行车运送至迎宾路桥下，装车离开，
次日统一将偷来的电瓶到收卖处销赃。
摸清这伙人的作案特点后，南苑派出
所视频与便衣组队员们连续蹲守 3 天。10
月 31 日凌晨 3 时 15 分，终于在地铁高铁站
A 出口停车场成功抓获 3 名盗窃嫌疑犯。
三名“90 后”嫌疑人姜某、谢某、吴某，都是
贵州人。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电动车电瓶
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姜某、吴某已被余杭公
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微新闻

星光社区
“小事儿”
便民
服务驿站启用

东湖街道星光社区日前利用社区门口
5 平方米区域，建起社区“小事儿”便民服
务驿站。驿站涵盖 24 项免费服务内容，都
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如缝补、维修等。今
后，社区除了天天向居民开放服务驿站以
外，每月都会在“全民公益日”开展综合性
的服务活动，为
“情暖东湖”品牌添砖加瓦。
通讯员 董怡萍 记者 潘怡雯

黄湖企业举办
“好声音”
歌咏比赛

体验摩托车
“追风”
不料撞上护栏
5 颗牙齿受损下巴缝了 10 针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荣 通 讯 员 左 珊）
近段时间，黄湖的李女士通过某网站购买
了一张户外摩托车驾驶体验券，并于当天
到达该场地开启摩托车驾驶之旅。怎料，
在驾驶过程中发生意外，李女士撞上了护
栏，导致她的 5 颗牙齿受损，到医院诊断后
下巴周边缝了 10 针，还被医生告知，有 3 颗
牙需要换，
另外 2 颗需补牙。
李女士要求商家赔偿 2 万元，但双方各
执一词，协商未果。于是，李女士向余杭区
消保委黄湖分会反映，希望进行调解。接
到李女士的诉求后，黄湖消保分会立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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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双方了解情况。
商家反映，发生此次事故的主因，是李
女士在驾驶摩托车下坡时速度过快，事故
造成价值 4 万多元的摩托车几乎报废。商
家表示，在驾驶体验之前，有教练对李女士
进行过操作培训，且明确告知其驾驶时速
不得超过 20 公里。
据了解，在李女士体验之前，双方签订
了《安全须知》，约定购买保险事宜，其中有
条款：
“ 提前一日通知我们，公司购买个人
保险方可参入保险承保，否则发生任何人
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自行承担责任”。因

预计医疗费在 5 万元左右
为李女士是购买体验券后当天就体验的，
所以并没有购买个人保险。商家表示，事
故主要责任在于消费者李女士，要求赔偿 2
万元太高，
不同意其诉求。
李女士则表示，当时签订《安全须知》
时，商家并没有将保险等重点讲述清楚，概
念模糊。作为消费者，她在购买、使用商品
和接受服务时，应当享有人身不受损害的
权利。如果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时受到伤害，应当享有依法获得
赔偿的权利。
李女士表示，商家使用的头盔是半头

盔，潜在危险较大。这次事故，预计医疗费
用在 5 万元左右。
因双方各执一词，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工作人员剖析事件、权衡关系、缓和矛盾、
反复沟通，最终双方同意和解，商家一次性
补偿李女士 1.5 万元。
针对此事，黄湖消保分会工作人员提
醒，商家应做好防护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体系，防止此类安全
事故再次发生；同时，消费者应时刻牢记安
全第一，遵守游戏规则，确保自己人身安
全。

经过一个多月的厂内选拔，杭州菲斯
力特、富诺机械首届“好声音”歌咏总决赛
日前在黄湖镇虎山村村委举行。这是两
家企业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首次举
办的歌唱比赛。
从经典老歌到当红歌曲，12 位选手们
的倾情演唱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活
动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
通讯员 孔佳琦 记者 潘怡雯

食品安全科普进新安社区
日前，我区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活
动在南苑街道新安社区举行。
现场，区食安办工作人员组织市民观
看了《食品、保健食品防骗指南》、微电影
《较量》等食品安全宣传片，为市民详细讲
解关于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等知识，增强老年消费者的自我防范意
识和防骗能力。
记者 王瑜薇 通讯员 傅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