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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卢
凯）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是浙江
省今年提出的“放心消费在浙
江”工作的重要内容。6月11日，
记者从“放心消费在路桥”工作
推进会上获悉，2018年，我区将
继续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店107家，
放心餐饮25家，放心消费示范区1
家，以点带面，快速提升我区放
心消费水平，并在全区大中型商
场超市等地宣传“放心消费在路
桥”建设，让更多经营者参与

“放心消费在路桥”建设，让广大
市民知晓该民生工程，积极监
督，全方位提升消费环境。

2017年以来，我区全面推进
“放心消费在路桥”工作。据统
计，我区共在流通领域开展商品
质量抽检106批次，不合格处置率
达100%。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
处各类案件566件，实现投诉转案
件221起；率先将12315专线电话
并入12345便民服务热线电话，由
区12345便民服务热线统一接听登
记，共处理消费纠纷投诉 1547
起，开展司法确认80件，挽回经
济损失197万元。开展公众消费讲
堂 48节、“保健食品消费提示讲
座”10余场，在方林二手车市
场、泰隆银行增设了消费教育基
地。实现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
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明显提
升，消费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率
稳步提高。

据悉，今年我区还将在大中
型商场超市、城市商业综合体、
专业市场等消费较为集中场所、
重点区域和重点经营服务企业，
全面推行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
先行赔付制度，探索建立消费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快速解决
消费纠纷的绿色通道。此外，今
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数量要
保持在80批次以上，主要生活性
服务业消费者抽样满意度达到80%
以上；食品餐饮年抽检数量保持
在900批次以上；药品和医疗器械
年监督抽验数量保持在64批次以
上；抽检不合格处置率要继续保
持100%。

“本次放心消费在浙江工
作，居然之家必将全力支持，全
力以赴，为浙江省服务建设加油
助力，满足消费者对家更美好的

需求。”作为今年新增设的家装消费教育示范基地，居然之家台
州店总经理张学伟告诉记者，在未来的几年，居然之家除了“先
行赔付原则”，在售后服务上，还提出了“一个月无理由退换货
（非商品质量问题）”“以旧换新”“家装零增项”“百分百纯进
口”“红木全保真，假一赔三”“家装清单式报价”等一系列服务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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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郑 虹

6月7日至8日，区消安委联合
路桥发布连续进行3天图文直播，全
程展示我区火灾隐患清零工作。

“开展火患清零直播，进一步推
进我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
高广大群众认识和消除火灾隐患的
能力，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消防工
作、排查整治消防隐患的舆论氛围
和实现消防安全隐患清零的目标。”
区消安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直播第一站来到了螺洋街道的
名门嘉苑和绿城玫瑰园，记者全程
跟随检查人员，对高层住宅小区的
消防车道、登高操作场地、疏散通
道、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
防设施等情况进行随机检查，一起
查找消防安全隐患。

区消安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天检查的2个高层小区，我们发现了
不少问题，且都带有普遍性，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一是小区内的消防设
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有的甚至处于
瘫痪状态；二是登高操作场地设置
还不够规范；三是日常管理缺失，比
如楼梯间停放电瓶车、堆放杂物这
种可以随时清零的隐患仍然存在，
一些值班值守、巡查检查、培训演练
等制度都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直播第二站来到了桐屿街道勤
丰村的居住出租房，检查人员对出
租房的消防车通道、房间内疏散通
道、出租房硬隔离、消防设施等情况
进行随机检查。该村75幢44-46号
出租房设置了专门的电瓶车停放和
充电场所，同时硬隔离到位，并采用
门禁系统出入。区消安委负责人介
绍，出租房采用门禁系统有较多好
处，能有效地对承租人进行约束，承

租人从租房开始到租期到期，房东
可以随时掌握，超时无法入内，同时
还可以防止无关人员入住，方便对
承租人身份信息登记。检查时发
现，该幢出租房还安装了视频监控
系统，更加确保了租户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四楼以上，都安装了缓降
器，同时都配备了双楼梯逃生通道。

随后，在该村其他出租房检查
时，发现有的房子虽然实行了硬隔
离，但是措施不到位，采用泡沫砖进
行阻挡，效果不佳；烟感报警器损
坏，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出租房二维
码未关联；未落实专人值守，电线套
管未到位；存在私拉乱接电线的现
象，门顶隔断未到位等问题。

第三场直播的是人员密集场所
的消防安全，分别检查了汉庭酒店、
博爱医院、颐泽养老院、陆加壹量贩
KTV、大光明电影院。区消安委负

责人介绍：“检查的这些人员密集场
所，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一是自动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有的甚
至被拆除；二是疏散指示标志标识
损坏，未及时维修；三是部分单位员
工岗前培训未到位，还有比如个别
问题通道堆放杂物，部分区域使用
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水泵房未进行
日常维护。好的方面比如消防设
施、器材都有开展日常巡查检查并
且都有记录，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
上岗，人员制度都已上墙，微型消防
站设施齐全，并且有日常演练记
录。”

火患清零图文大直播 现场直击消防痛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 虹）连日来，区消安委联合公安、
安监、消防、市场监督、行政执法等部门，对辖区内的小餐饮店
进行突击检查，共查处3家非法使用甲醇作燃料的小餐饮店。

在桐屿街道桐杨路，执法人员随机走进了一家餐饮店的厨
房，发现灶台处连接着一根直通天花板的管子，顺着管子，执法
人员来到二楼平台，找到了一个白色大桶，里面的液体还剩下三
分之一。区公安分局消防监督大队大队长梁君辉介绍：“白色大
桶里装的就是甲醇，通过管子输送到厨房里面作为燃料使用，甲
醇易燃易爆，存放在塑料桶里面，消防隐患很大。在小餐饮业
里，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很容易引起火灾。”

经过执法人员询问得知，这家名为鲜都海鲜楼的饭店开业已
有半年多时间，一直用甲醇替代液化气，而且每次都是以手机微
信转帐的方式进行购买。梁君辉说：“这家饭店从去年12月31日
开始购买甲醇燃料，每次以1100元、105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
总共购买了11次。”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大道物流附近进行突击
检查，同样发现有2家小餐饮店也在使用甲醇。

据了解，甲醇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根据我国《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经营或储存，都必须
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取得相应的经营、储存资质才可，严厉禁
止个人私自进行大量储存。同时，甲醇在常温条件下很容易挥
发，而挥发后的甲醇气体，对人体伤害极大。

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共查处3家非法使用甲醇作燃料的小
餐饮店，当即责令马上整改，并依法对3位店主处以行政拘留。
区消防大队参谋胡俊说：“对这种违规使用甲醇作燃料的小餐饮
店，肯定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到违规销售易燃易爆危
险品，还要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刑事拘留。”

我区查处3家非法使用甲醇作燃料餐饮店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潘璐

萍）“这一艘铁船，很有历史沧桑
感，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初制造的，
那传统的船体造型及锈迹斑斑的外
壳，无不向人诉说着它的故事。”
日前，在路桥老街区域的某条小巷
内，记者看到了一位油画老师正在
创作，力求展现老街的古建筑之
美。

据悉，这位老师名叫王民，是丽

水古堰画乡油画协会的成员之一，
此次受古街社区芳草地艺术馆的邀
请，特来路桥写生。王民说：“我是
首次来路桥，来到老街之后被周边
的古建筑吸引。刚刚看到一艘船停
泊在岸边，与周边的建筑形成鲜明
对比，组成了一幅饱含历史变迁，且
有着江南水乡韵味的画卷，于是就
选择这个点位来创作了。”

当天天公作美，为油画老师们

作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离王民不
远处，还有几位油画老师在作画。
明清街屋结构体现了路桥老街的建
筑文化；鳞次栉比的木屋给人留下
无限遐想；街头巷尾的木门与屋檐
古朴的造型相互衬托，别有一番韵
味……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作，一
张张画有老街各色建筑的油画初具
雏形。

此次活动将持续一周。古老的

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载
体，是先人留下的珍贵财富。通过
油画创作，将老街古建筑以油画的
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进一步弘扬老
街历史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此次
活动的作品，将会与‘气象谚语’油
画一起，在艺术馆开馆之日，免费展
出供大家欣赏。”芳草地艺术馆的创
办者、省非遗“气象谚语”的传承人
林荣华介绍。

用笔打造文化财富 用心弘扬历史文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 敏 实
习生 管志帆）“哪一款太阳镜适合
开车戴？”“这款偏光太阳镜比较适
合开车，戴上后能减弱强光。”近日，
记者走访眼镜店和饰品店看到了不
少太阳镜促销广告。天气变热，太
阳镜已经成为了各家店的主打，被
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这款太阳镜在年轻人当中是
最流行的，不仅时尚而且防晒系数
也很高，你可以戴下试试。”一家

眼镜店的店主热情地向顾客推荐适
合他的太阳眼镜款式。短短时间
内，就有许多顾客来咨询和选购太
阳镜。

店主表示，顾客在挑选太阳镜
时，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给他推
荐适合他的太阳镜，如果是有点近
视的，我们会为他量身打造适合他
度数的镜片，没有近视的话可直接
选择成品的平光太阳镜。“太阳镜的
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价位

在 500元左右的太阳镜卖得比较
好。”店主说道。

除成人太阳镜外，儿童太阳镜
也是眼下热门商品，宝妈们为防止
紫外线对孩子眼睛的伤害，选择给
孩子戴太阳镜。儿童太阳镜款式较
多，大多为树脂材料，造型、镜片
颜色多样，价格优惠。但消费者在
购买时要注意太阳镜是否获得相关
机构的认证，能否起到抵挡紫外
线。

有专家认为，过度的紫外线暴
露，会增加白内障和眼部癌症的风
险。太阳光较强烈的情况下，可以
佩戴太阳镜，来保护眼睛。但是，
选择太阳镜的前提是必须具备防
紫外线功能，如果选择了质量不合
格的太阳镜佩戴，可能会适得其
反。因为在暗的地方，瞳孔会放
大，如果太阳镜不能防御紫外线，
接收到的紫外线反而更多，不利于
眼睛的健康。

天气变热，太阳镜开始热销

本报讯（通讯员 罗永祥） 为
了解密人体健康密码，提高居民的
自我保健意识，6月 9日，一场以

“学习自我保健知识，养成健康生
活习惯”为主题的健康教育大讲堂
在蓬街举行，吸引了该镇各村
（居） 70余名居民前来，受到普遍
欢迎。

讲座中，讲师沈仙春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从什么是密码、健康密
码、如何维护健康密码等方面做了
详细讲解，如第一组为 12080，这
是简写，正规的应写成120/80毫米
汞柱，意为：收缩压为120毫米汞
柱，舒张压为80毫米汞柱，健康成
人理想血压值应低于这一值。同
时，怎样维护健康密码？沈仙春要
求大家做到合理膳食、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适当运动等健康的四大
基石，并且强调良好的生活方式能
使基因表达方式发生变化，使防病
的基因打开，引发疾病的基因关
闭。

讲座结束后，广大居民纷纷
表示获益匪浅，希望以后多多举
办类似的健康教育知识讲座。“通
过健康教育知识讲座，除了对健

康密码进行解密，提高居民的自
我保健意识外，同时，为营造健
康的生活方式，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针对辖区
不同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不断提高广大居民的健康
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蓬街分院
副院长陈碧云如是说。

蓬街：健康教育进村居 广大居民忙“充电”

本报讯（实习生 杨蒙亚）进入
夏季以来，不少消热解暑兼具美容
养颜功效的花草茶大量上市，成为
超市和药店的主打商品之一，备受
顾客的青睐。不过医生提醒，花茶
虽好，但不能随便喝，应在医生的指
导下“对症下花”。

笔者走访发现，许多大型超市和
药店都设有花草茶销售专柜，品种多

样。“菊花降火气，玫瑰花养颜。”在一
超市花草茶专柜旁，售货员正热情地
向顾客介绍各种花草茶的功效。

“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的品种，就
是现在天热，但又不喜欢喝白开水，
就想买点花茶来喝喝。”市民徐先生
坦言，自己平时上班就是在办公室
坐着，多喝花草茶对身体有好处。

虽然花草茶好喝，但要对症下

药，选择时需谨慎。“花草泡茶要
根据其性能，结合自身体质、病
症、季节等使用。”台州博爱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郝军说，许多花具有
药用价值，并非人人适宜。像常见
的菊花，可以清热去火，实际上如
果是白菊还好一点，禁忌较少，而
黄菊寒性较重，就肠胃功能好的人
才能喝。

对于现在流行的各种清热去火
型花草茶，郝军表示不能随便喝，像
老年人身体处于阳气渐弱阶段，清
热太过，不利健康，孩子的脾胃功能
还处于建立和完善阶段，过于寒凉
的药物影响消化吸收。郝军提醒，
消费者在决定饮用或者“混搭”花草
前，最好能找中医咨询，以免保健不
成反伤身。

消暑花茶虽好 特殊人群莫贪杯

为进一步增进亲子情感，宣传早期教育理念，拉近社区与幼儿
园的距离，帮助家长提高早期教育的理念，近日，区中心幼儿园党
工团来到望景湾小区开展社区早教游戏教学。

活动中，老师组织各年龄段的宝宝们参加手绘、音乐和体育游
戏。参加活动的家长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学到了很多科
学的育儿经验。

全媒体记者 郑 虹通讯员 周奕星 摄

6月11日，在中国传统节日
——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路桥
街道快乐幼儿园组织开展了“端
午传统文化入童心”活动，组织
小朋友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制
龙舟等手工活动，让小朋友在动
手中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的认识。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林汝秋摄

端午将至粽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