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率性的安防观

从低楼搬进高楼，不少市民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安防。但怎么安防，心里却没
底，甚至可以说是率性而为。

李女士在香泉公馆22楼买了一套商
品房，10日，她说：“我家距地面将近有70
多米，刚装修的第一天，想到的就是怎样
安防。”

记者从李女士家窗口伸头往地面望

去，只见地面行人微小如蚂蚁，尤其是一
阵强风呼啸而来，更令人心头一颤。

为此，李女士家的客厅、卧室安装上
了隐形防盗网；阳台安装上了无框阳台窗；
厨房里购置了灭火器；客厅的壁柜还挂着
4副防毒口罩。“这所有的安防设备，花了
我2万多元，我们是花钱保平安。”李女士
颇有些自得，认为自家安全防护到位。

李女士花钱保平安，但御龙花园的柳
先生却认为：“住得那么高，没必要装，这
样视线也好。”

柳先生家住御龙花园12楼，他说：开
发商在建设高层房屋时，就必须遵守高层
建筑的规矩，尤其是安防等设施都经过慎
重的考虑，否则怎么会拿出来售卖。房屋
有国家信誉背书，有啥好担忧。

柳先生讲的似乎也有道理，但记者在
柳家发现了一个细节——柳家没有小孩
子。这是否是他放心大胆的原因？“这
确实是一个因素，如果家里有小孩，我也
会考虑安装防护设施。”柳先生补充
道。

柳先生家并不是个案，记者在高层住
户走访时，发现不少孩子已长大的家庭，
很少留意过窗户的安全，更没有定期检查
窗户安全的习惯，甚至连安装防盗网都省
了。

在业界眼中，咸宁的高层安防走在前
列。“尤其是创新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给业
主加装看安全阀。”一物业公司负责人说。

物业公司负责人说的创新就是“楼
长”与“专职经理人”。 8月中旬以来，我
市探索高层建筑“人防物防技防”消防安
全监管模式，配备了 146 名“专职经理
人”、554名“楼长”，同步配备“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提示牌”和“消防安全楼长明白
卡”一起上岗履职。

“‘专职经理人’‘楼长’的主要职责以

电气火灾防控、燃气安全检查、防火巡查
等日常化工作为主，同时，配合消防部门
不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演练、上门入
户检查消防隐患等工作。”咸宁市消防支
队支队长林彬说。

“不仅是楼长制，我们还建立了135
灭火救援圈，在人防上我们努力做到极
致。”支队长林彬介绍，“135”即按照“1分
钟邻近员工先期处置、3分钟灭火战斗小
组到场扑救、5分钟增援力量协同作战”的
要求，进一步提升灭火抢险救援能力，有

效处置初起火灾。
不仅消防人员努力，业主们也得用

心。“火场逃生时稳定情绪至关重要，千万
不可惊慌失措。”林彬介绍，特别是遇到
几种特殊情况时更应该如此。

当遇到走道和楼梯充满浓烟和火焰
时，自救者可用湿毛巾蒙住口鼻，贴近地
面快速爬行通过，防止被浓烟熏倒。

如楼梯已烧断，而火焰还未蔓延到房
间时，应迅速退回房间关闭好门窗，用湿
棉被、毛巾等物封堵门缝，并用水浇在着

火的门窗上，一方面降低它的温度，另一
方面防止烟雾进入，并使用一切通讯工具
向外报警以求得援助。

如身边四周都被大火包围，应迅速倒
退到相对安全的卫生间内作短暂避难。
进入卫生间后应将门窗关紧，用毛巾等物
堵好门缝，随后拧开所有的自来水龙头放
水，尽可能赢得必要的救援时间。

新闻追问

问安防

创新：人防物防技防

李女士、柳先生的安防意识、安防举
措是否妥当？一线消防官兵最有话语权。

首先，大家要清晰高层安防是什么？
根据楼房的高度分为低层、多层、小高层、
高层和超高层。1-3层称低层、4-7层为
多层、8-12层为小高层、12层以上为高
层、总高度为100米以上为超高层。高层
安防主要有三防，一是防火，二是防盗，三
是防跌落。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我市现有高层建
筑750余栋，人员密集、危险源多，给火灾
防控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在消防官兵看来，柳先生的安防意识
淡薄，全家的安防仅依托于房地产开放商
的基本安防设置。但柳先生没意识到高
层安防不可预知性，更没认识到基本的安
防设置仅能给予基本的保护，不能提供更
多保障。

李女士具备较强的安防意识，也舍得
在安防方面进行投入，但投入的方向有偏
差。

如隐形防盗网，就是用一层胶管包裹
着10多根钢丝组成一根钢丝线，然后在
安装门窗的上面和下面安装两根轨道，每
隔10厘米凿一个孔，然后把钢丝线穿进
去，形成一个网格。但钢丝网有弹性，用
力掰开的话可以撑开15厘米的空隙，这

样的间距完全可以塞进一个成人的头部，
安全风险较大。

而无框阳台窗在安装时就只有上下
支持，两边无法固定，其稳定性和密封性
不强，而且容易晃动，尤其是高层住宅，风
大雨疾，若是遇到恶劣的天气，刮风下雨，
就可能会摔落到楼下。

那怎样才能保障自身安全？消防特
勤中队中队长杨明给出答案：查缺+补
漏。他说，高层消防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这需要消防、物业、业主共同携手，不
断的查找安防漏洞所在，制定合理的措
施。

办法：查缺加上补漏

6版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甘青

电话：0715－8128771咸宁网事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E-mail:350808977＠qq.com

问民生

三湖连江遭填埋？
记者 马丽

通城一村民建房堵路扰民
相关部门：已得到处理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离开是福”在
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通城县塘湖镇雷吼村
因村民建房问题，导致进村道路不畅通。

该网民介绍，他是通城县塘湖镇雷吼村的村民，村里
这几年搞建设变化很大，村民也都欢欣鼓舞，但是建设带
来的问题也是挺闹心。最近二十多天，村里一居民为搞
建设把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在公路上，造成村民无法通
行。村民们已向村委会反映过很多次，仍然无人处理。

10月10日，记者就此事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通城
县塘湖镇村干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走访：纠纷起源为，一
位居民的易地搬迁安置房位于雷吼村9组进村入户的道
路旁边，因居民建房时的施工作业面积较为狭窄，建筑材
料就被临时堆放在道路旁边，占用了一部分的道路，道路
末端30米处是该组其他村民家的房屋，随意堆放建筑材
料，对另外的居民出行造成了影响。

目前，塘湖镇村干部已要求堵路扰民者尽快将建筑
材料运至屋内，并在后续建设过程中保证道路畅通，确保
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

高楼安防怎么防？
文/图 记者 甘青 陈红菊 通讯员 王孙致远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日报网上问政平
台反映：“嘉鱼滨湖公馆正在大肆填埋三
湖连江，致使三湖连江水面积大量减少。”

该网民称，该县一些退休职工到县政
府反映此事后，填埋行为停止了。几个月
后，滨湖公馆又开始进行填埋行为。施工
人员拆除保护三湖连江的旧驳岸，并将拆
除旧屋的建筑垃圾及红土，全部倒入三湖
连江。

该网民表示，滨湖公馆将原嘉鱼县政
府预留修建公路的占地面积，用于违规建商
品房，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现又以填湖
修路的名义继续侵占三湖连江，扩大建筑商

品房的面积。此行为实在应该打击和阻止。
对此，县水务局进行了调查核实，并

回复：今年7月18日，咸宁市宏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商）向嘉鱼
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告，因嘉鱼县市政
排污管网“人行”段有部分排污管网在秦
淮一角老城区改造项目滨湖公馆二期项
目用地红线内，影响施工，所以必须对“人
行”段市政排污管网进行改建，取得了相
关部门的同意。

8月 8日开发商向县水务局提出申
请，因对市政部分排污管道进行改建，由
于改建工程紧临库区，为了施工安全，必

须填湖做围堰加固，水务局接到申请后，
立即指示水管单位三湖连江水库管理处
进行调查。

三湖连江水库管理处派工程人员进
行实地勘察，认为此次排污管道改建工程
只能沿库区驳岸1米处施工，为施工安全
考虑必须填湖做围堰才能确保施工安
全。

9月14日，三湖连江水库管理处与开
发商签定了协议：对填土面积，施工时间
作了规定，填土面积为400平方米，长度为
75米，施工时间2017年9月至11月30日
前完工；要求开发商在2017年11月30日

前对所填土方进行回挖，恢复原貌，原貌的
要求以露出原有库区驳岸为标准；开发商
先交1万元押金，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进行
土方回挖，或未恢复原貌，三湖连江水库管
理处将请第三方进行实施，费用由开发商
承担；三湖连江水库管理处派专人对施工
现场进行监督；要求开发商在电视台，网
站向广大市民发布填湖告知，包括填湖原
因、位置、面积，以及回挖土方时间。

“高楼失火怎么逃生；高楼住户是安装隐形防盗网安全，还是安装不锈钢防盗

网可靠”？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网民“黄女士”在咸
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反映，购买商品房几年了，开发
商一直未办理房产证，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处理。

“开发商不给我们办房款发票，我们就办不了契税发
票，也就办不了房产证。”该网民表示，凯翔康城开发商，收
取了业主的房款、契税、维修基金、办证费用等，但没有给业
主正规发票，业主只有合同和开发商盖章收据，拖了几年，
一直办理不了房产证。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房产局高度重视，安排相
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工作人员回复，凯翔花园（凯翔康
城）项目位于咸宁市金桂路，由咸宁市凯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该项目分别于2010年、2011年开始对外销
售，目前在市房产局多方协调和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动
产总证已办理完毕，开发商正在准备办理分户证书的资
料，目前开发商已全权委托物业公司的刘经理办理此事，
申请表格及资料清单开发商已领取，业主只需根据清单
将相关资料交与刘经理统一收取办理即可。

城区一楼盘数年未办房产证
市房产局：正协调处理

市民质疑车辆违章有失偏颇
市公安局：已调查核实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近日，温泉市民徐先生在
咸宁日报问政平台留言，对自己收到的车辆违章记录提
出质疑，市公安局经过调查后给出答复。

徐先生反映，日前，他收到一张违停罚单，但网上无
法查到现场照片，他留言说：“过两天我在同一地方看见
很多车直接停路中间，我想请问交警有关部门，这个地方
到底能不能停车？为何我停车却被罚款？但却又允许其
他车辆停在路中间？”

市公安局得悉徐先生的质疑之后，高度重视，立即组
织警力核查，经查：徐先生违停属实。他所反映的路段淦
河大道与幸福路交汇处，属于温泉城区中心花坛光谷广
场附近，周边为商业集中区，且拥堵违停现象严重。今年
开展全国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以来，该局对城区违法停车
现象进行整治，温泉路、光谷广场、淦河大道、咸宁大道、
茶花路等路段为重点整治路段。特别是光谷广场附近路
段，违法停车现象严重，不少市民为图一己之方便，将车
辆违停在道路中间，严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且存在交通
安全隐患。执勤交警对该路段违法车辆都会进行拍照帖
单，且每天都会有执法巡逻车进行拍照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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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 专 栏
为广大无偿献血者及相关

人员临床用血和血费报销提供
便利，报销血费实行医疗机构先
行支付，再由医疗机构与血站结
算的报销模式。直报点设在市
中心医院和各县、市、区人民医
院。依据相关规定，凡持有咸宁

市中心血站开具的献血证，献血
者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医疗
机构用血的血费均可按无偿献
血量的比例直接在医疗机构报
销。除此以外，血费报销仍可市
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办理，也可
交给流动献血车代办，还可通过
邮寄办理。咨询电话8265078。

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后，相当
于把自己的血液“储”进了“血液
银行”，一旦有不时之需可随取随
用，且终身有效。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下，本人免费享用两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三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无
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者配
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等量的
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者报销血费时需出
示的凭证有：无偿献血证、本人身
份证、用血发票和用血清单；献血
者配偶、直系亲属报销血费时除
准备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与献
血者关系证明：指定受益人的凭
证、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或其
他有效证明；用血者的身份证。

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人员临床
用血血费可就近直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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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
东门马柏大道 168 号，西门茶花路 58
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副教授55人；
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
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
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
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
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
宁添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欢迎惠顾！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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