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用火用电安全防范

公 告

冬季天干物燥，用火、用电、用

油、用气骤增，致灾因素多，极易造

成火灾事故。 据统计，全省十年间

冬季发生火灾

1.5

万起，占火灾总

数的

54％

， 造成

307

人死亡 ，

129

人受伤， 直接财产损失

4.7

亿元。

为深刻吸取近期发生的多起火灾

事故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规范安装电气线路。 电气

线路的安装应由专业电工计算最

大用电负荷并进行规范设计和敷

设，按要求设置熔断器、空气开关

等过载保护设施， 严禁私拉乱接。

要定期检查电气线路，及时更换绝

缘层破损、老化的线路。

二、选用合格电器产品。 电器产

品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 购买

时要仔细查看商品标识和质量证

明， 核实是否标有

3C

认证标志，不

要购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

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

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 使用

电器设备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

书，关注额定功率、额定电压、使用

年限和注意事项。 使用过程中要

避免长时间通电， 做到人走电断。

取暖器等电加热器具在使用时应

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严禁多

个插线板串接使用。

四、加强火源使用管理。 使用

燃煤、木炭取暖应远离床铺、窗帘

等可燃物，并保持门窗通风，避免

一氧化碳中毒。 祭祀烧香、点烛、

烧纸应远离可燃物， 做到人走火

灭。 熏烤腊肉时要有专人看护，随

时注意火势情况。

五、加强气源使用管理。 液化

气钢瓶要防止碰撞、 硬物敲击，不

得接近火源、热源，钢瓶不能倾倒

或倒置使用。使用燃气灶具要经常

检查阀门和管线，防止可燃气体泄

漏。长期不使用燃气灶具要关闭总

阀或钢瓶角阀。

六、加强火灾隐患排查。睡觉、

出门前一定要检查电源、 气源、火

源是否关闭。房屋内不得大量存放

酒精、汽油等危险化学品，少量储

存应存放在安全位置。

七、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 要

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地点，充电时

应当确保安全。严禁在公共室内场

所、建筑内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

出口处等公共区域以及住宅室内

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严

禁飞线充电。

八、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保持

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畅通，严禁在消防车通道搭建建筑

物和构筑物。 严禁锁闭安全出口。

严禁在走道、楼梯、安全出口处堆

放杂物、设置障碍。

九、加强重点人员管理。 家长要

教育小孩不玩火，要把火柴、打火机

等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外出时不

能将小孩独自留在家中或反锁在室

内。 对老、弱、病、孤、寡、独居人员和

精神病人要加强消防安全监护。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事关广大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每个

家庭的幸福与安宁，事关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

大家务必高度重视安

全工作， 进一步加强冬季火灾防

范，坚决预防火灾事故。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2019

年

1

月

2

日

1

月

23

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龙方、公安部派驻西陇村第一

书记樊阳升一行，到普安县南湖街道西陇村，以“寸草心 待花开”为主题开展

助学帮扶活动，组织优秀大学生代表对该村的初中生、高中生进行“感恩”演讲、

毒品预防教育进农村、“关爱生命”交通安全教育、“学习交流”演讲，并为

53

名

学生送上书包、文具盒、作业簿、对联等新年礼物。 邹洪涛 邹 都 摄

新春走基层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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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骑行达人

30天骑行 2700公里到达北京

文

/

图 特约记者 雷绍洪

“因为爱好 、喜欢 ，想这样做就

做了！ ”

1

月

23

日，记者见到了刚刚

完成兴义至北京自行车骑行

2700

公

里的崔青卫时，他兴奋地说道。

出行第一天就遇挫折

2018

年

12

月

6

日，

35

岁的崔青

卫骑着自己梦想的交通工具雪地自

行车，载着衣物、打气筒等修车必备

的工具 ，负重

90

余斤 ，从兴义出发

一路向北， 开启了这次兴义至北京

2700

公里的长途骑行之旅。

雪地车有着沉、阻力大等特点，

如此远的路程，为何选择雪地车？ 崔

青卫说 ：“自己心中一直有个梦想 ，

就是想骑着喜爱的自行车到北京 。

最初以为北方会下雪， 所以特地选

择了骑雪地车出发。 正常情况下，骑

山地车每天骑行可在

130

公里左右，

因为这次是骑雪地车阻力大， 每天

的行程约在

100

公里左右。 ”

出行的第一天，到达兴仁后，自

行车就断了链子， 为了修复车辆和

整顿， 他在兴仁耽搁了行程中最长

的

3

天。

路途上痛并快乐着

回忆这次骑行，崔青卫说，骑行

开始是最难坚持的， 而自己最难的

时间也才刚开始。

“仅贵州境内就用了

10

多天时

间。 ”崔青卫说：“首先贵州属于山地

地形，上下坡道都比较陡、急、险。 此

外，骑行刚开始，我的左膝盖就被磨

伤，右边小腿肌肉也拉伤，这也导致

骑行起来非常困难。 ”

一再咬牙坚持后， 崔青卫终于

骑出了贵州，同时伤势也逐渐好转，

越骑越轻松的感觉逐渐袭来。

但是 ，好景不长 ，进入北方后 ，

车辆出现了掉链子、爆胎的情况。

“特别是车辆爆胎，好不容易刚

刚补好， 打气筒因为受北方寒冷的

天气影响，软管又断裂。 ”崔青卫说，

那种感觉几乎让自己一度崩溃 ，最

后还是选择坚持， 克服困难继续前

行。 “还有车辆在山中骑不了，最终

推着车一直到晚上，荒郊野外，连住

宿也无法解决，那时才是最难熬、最

考练人意志的时候。 ”

崔青卫说，独自一人骑行，在途

中不仅需要自己处理所有面对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孤单，任何事情都必

须咬紧牙关，必须坚持。

说到开心的事时， 崔青卫一改

回忆苦楚的表情，开心地说：“在路上

遇到一些非常友好的商家、 友好的

人，他们给予了我一些帮助，让我感

觉到了纯朴的人情味。”另外，开心的

是，骑出湖南进入平原后，每天骑行

的距离从

100

公里左右慢慢达到

160

公里左右。

骑车进藏为这次骑行打下基础

崔青卫介绍，其实这次并非是自

己第一次骑行， 早在

2013

年就有过

一次骑车进藏的经历。

“当时，网络还不够发达，主要是

经过

QQ

聊天认识了全国的骑行爱

好者。 ”崔青卫说，后来大家经过相

约，崔青卫与来自湖南、湖北、重庆等

地的

10

来名骑行发烧友相约在云南

迪庆集合进藏。

刚开始到达迪庆时， 相约的

10

余人仅到了

6

人，但随后在路途中又

相约了几个人，大家结伴而行。

“跨入西藏的那一刻起， 我就感

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洁白无瑕的雪

山，让人虔诚、敬畏。”崔青卫说，当时

骑行西藏一共花了

35

天。

自那以后，崔青卫就一直有着骑

车到首都的想法。 于是，带着到北方

看雪景的美好憧憬，崔青卫提前一周

开始准备骑行的工具必备品，准备充

分后便出发。

“但最大的遗憾是， 这次到北方

并没看到多少雪。 ”崔青卫说：“下一

步还准备再去一趟西藏，线路预计经

过新疆、青海、甘肃、宁夏，最后从四

川成都、重庆返回贵州，预计骑行约

5000

公里。 ”

崔青卫在指着他到北京终点的线路图

崔青卫骑行北京途中

贵州少儿歌舞迎新春电视联欢晚会

黔西南分会场在兴义录制

本报讯 （通讯员 段志虎）

1

月

22

日， 贵州少儿歌舞迎新春电视

联欢晚会黔西南州分会场的录制活

动在万峰林国际会议中心进行。 这

是贵州卫视少儿春晚首次在黔西南

设分会场。

此次联欢晚会由贵州广播电视

台第五频道、贵州《超级童星》电视栏

目主办，兴义市铭扬艺术培训有限公

司、贵州省鹏程涛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晚会录制完成后将于大年初

一在贵州卫视第五频道播出。

联欢晚会在舞蹈 《龙鼓迎新春》

中拉开了序幕， 来自黔西南州各地、

各个文艺团体，用一个又一个精彩的

节目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舞蹈《说

唱中国红》以红色为主调，既蕴含着

红红火火过春节的意味，又有祖国蒸

蒸日上， 越来越富强红火的韵味；现

代舞 《

My oh My

》以其欢快的节

奏灵动地展现了孩子们激情四射的

活力，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舞蹈

《布依女娃》中，孩子们身着带有民族

特色的布依服饰，手提花篮，舞姿优

美，展示了我州的少数民族风貌。 整

场晚会内容丰富， 节目表现形式多

样，赢得在场观众一致好评。

贞丰县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受欢迎

本报讯 （通讯员 黄茂康 ）

近日， 趁春节外出务工人员回乡过

年， 学生放假人员集中的大好时机，

贞丰县以“感恩奋进、决战脱贫”送科

技“三下乡”为主题的

2019

年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暨脱贫攻坚“冬季充

电”深化农村农业产业革命大讲习活

动在小屯镇水银洞村举行。

活动由贞丰县委宣传部主办，县

文明办、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县司法

局、 县文联等

20

多个部门以及小屯

镇党委、政府共同承办。

活动通过舞蹈、歌曲、小品等节

目形式，将决战脱贫攻坚、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等政策融入文艺演出中。活

动现场，小屯司法所工作人员向群众

发放了扫黑除恶、禁毒、宪法等法律

法规宣传手册。此次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 、环保袋

300

余个 ，现场接

待咨询

30

余人。

兴义市小学生刘承阳在《杨门女将

之女将初征》电影中饰演萧太后

本报讯 （记者 蔡定平） 近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将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在全国正式上映的电影

《杨门女将之女将初征》，其中饰演影

片中萧太后的，是现就读于兴义市向

阳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刘承阳。 《杨

门女将之女将初征》是中国首部全由

少儿出演的古装动作电影，参演演员

平均年龄不到

10

岁， 该电影从项目

立项、剧本创作，再到全国小演员的

选拔、培训、前后期拍摄制作，历时

2

年。

现年

12

岁的刘承阳出生于兴

义 ，

3

岁就开始学习舞蹈及其他特

长， 现钢琴已过

5

级、 拉丁舞过

12

级、中国舞过

8

级、架子鼓过

5

级，同

时，她还是星级优秀小主持人，品学

兼优、多才多艺，多次在省内外荣获

各项演出奖项。

2018

年

3

月参加在

浙江横店拍摄的《杨门女将之女将初

征》中饰演萧太后。

该影片主要讲述北宋宋真宗年

间， 杨家将与辽军在金沙滩会战，杨

家儿郎不幸几乎全军覆没。而奸臣王

钦当道， 杨家女将担负起救国的使

命， 杨八妹带领杨家军初征辽军，为

夺回大宋江山，保家卫国，谱写不朽

传奇的故事。 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

孩子们能够识忠孝、学英雄，发扬中

华民族优秀的英雄文化，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为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由兴义市委宣传部统

筹协调，

8

个街道办事处和马岭镇分步实施，在城区主干道悬挂红灯笼。 图为

1

月

24

日，

工人正在神奇东路挂灯笼。 记者 黄 莹 摄

州邮政分公司：

“党报党刊免费阅报点

全覆盖 62 个金融营业网点”

本报讯 （记者 肖 雄

通讯员 杨 乔） 今年年初，州

邮政分公司在全州

62

个金融营

业网点设立了“党报党刊免费阅

报点”， 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纷

纷点赞。

据悉，州邮政公司利用邮政

遍布城乡的优势， 在

62

个网点

设立了“党报党刊免费阅读点”，

每天及时更新，让广大市民在营

业厅停留之时，读报读刊 ，聆听

到新时代的声音、感受到新时代

的变化，切实发挥着党报党刊宣

传党的好政策 、 传播党的好声

音、弘扬先进典型 、引领社会风

尚的积极作用。

“设立党报党刊免费阅报

点，既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宣传引

导力，又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不断扩大党报党刊的传播

力。 ”州邮政分公司党委书记王

付平介绍道。

兴义市人社局职工徒步迎新春

本报讯 （通讯员 雷文

明）

1

月

19

日， 兴义市人社局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及家属在贵

州醇酒厂，开展了以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砥砺创新再铸辉煌”

为主题的辞旧迎新文体活动。

活动当天， 该局全体干部职

工从兴义八中门口出发， 经骑行

道绕行，徒步

7

公里，到贵州醇景

区松林茶舍。同时举行了搜山、爱

的抱抱、托乒乓球

20

米跑、袋鼠

跳接力、摸砖过河接力、三人四足

等活动。 小朋友们在搜山中奖后，

用奖品橡皮泥制作出形象有趣工

艺品，智力得到有效的开发。

“走出办公室， 到景区徒步

吸取更多的新鲜空气 ， 活动筋

骨，加快血液循环，锻炼了身体。

工作、生活的效率会更好。 ”职工

李朝敏深有感触地说。

浙兴·博皇家居加盟商到拉么村捐赠物资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 金 ）

1

月

23

日 ， 浙兴·博皇家居加盟商代

表携带着

40

余个加盟商家的爱心物

资， 前往望谟县拉么村开展爱心捐赠

活动， 为贫困山区群众送去冬日的温

暖。

捐赠活动现场，村民们领取棉被 、

大米等物资 ， 并对博皇家居表示感

谢。 村民王功林在致感谢词中说：“现

在国家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 不仅党

和政府关心我们， 还有爱心企业来关

心我们， 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

心 ，我们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

尽早

致富奔小康 。 ”

此次捐赠活动为拉么村

150

户村

民捐赠了

150

床棉被和

150

袋大米 ，

价值

4

万余元。 当天， 博皇家居负责

人还表示， 企业将进一步加强与村委

会沟通， 积极为拉么村村民解决就业

问题。

贞丰县开展“巾帼暖人心”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安素 黄安

翠） 近日， 贞丰县妇联组织 “爱心妈

妈”和爱心企业到珉谷街道水景湾居住

区，开展贞丰县“巾帼暖人心”关爱留守

儿童送温暖活动，让孩子们在寒冷的冬

天感受到关爱和温暖。

在活动现场，“爱心妈妈”们为新市

民贫困儿童赠送了亲手编织的爱心毛

衣，县博爱医院为孩子们准备了

300

份

装有牙膏、牙刷、毛巾、香皂、字典等物

品的爱心卫生包，并为社区居民和孩子

们进行免费体检， 演示洗手

6

步法，引

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据了解，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县

妇联就组织县卫计局、财政局、文广局、

林业局等

17

个县直部门的

40

多名“爱

心妈妈”， 利用休息时间为贫困儿童编

织爱心毛衣，为孩子们送上一份浓浓的

爱心。 下一步，活动还将继续在珉城社

区开展， 将为更多的留守儿童送去温

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