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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五峰路南侧车道围蔽施工
禅城交警建议市民通过轻工路、季华路、塱沙路等道路绕行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李健斌）昨日，禅城警方通
报，由于要进行地下污水管网实
施提升工程，禅城区五峰路、张槎
路将分别于 5 月 18 日、7 月 21 日
开始部分围蔽施工，禅城交警已
制定相关绕行路线，助市民顺利
出行。

五峰路部分围蔽施工
据介绍，禅城区张槎街道南
北二涌以西片区污水管网工程主
要建设内容是沿着张槎路（佛山
大道-禅西大道）、五峰路（佛山大
道-风林路）铺设污水管支管。工
■五峰路围蔽施工示意图。
程总工期为227天。工程完毕后，
污水管能将张槎路、五峰路沿线
方向）的机动车道上围蔽 7 个检
村居、片区的污水输送至东鄱污
查井，施工期间将占用一条车道
水厂进行处理，将可大幅度削减 （即靠辅道一侧的车道），保持一
污水直排九江基涌，从而有效减
条车道通行，而东往西方向则不
轻汾江河水环境的污染，最终实
受影响，保持两条车道通行。
现广佛跨界河涌流域汾江河综合
张槎路施工时间为 2018 年 7
整治的目标。
月 2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五峰路施工时间为 2018 年
工程将在该道路的南侧（即西往
5 月 18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 东方向）的机动车道上共围蔽 20
工程将在五峰路南侧（即西往东
个检查井，施工期间占用一条车

（禅城交警供图）
道（靠道路绿化隔离带一侧），保
持一条车道通行，受影响的道路
长约 3.5 公里，
而东往西方向则继
续保持两条车道通行。

建议绕行轻工路塱沙路
交警统计，过去一个月的时
间内（4 月 13 日至 5 月 13 日），工
作日期间，五峰路的早、晚高峰平
均时段分别为 7:00~8:00 和 17:

00~18:00；周末期间的早、晚高
峰平均时段分别为9:00~9:30 和
18:00~18:30。张槎路与五峰路
在工作日期间的早高峰、晚高峰
平均时段相同，而在周末期间，张
槎路的早高峰、晚高峰平均时段
分 别 为 8:00~8:30 和 17:00~
17:30。
虽然五峰路（佛山大道-风林
路）、张槎路（佛山大道-禅西大

道）围蔽的均为西往东方向的车
道，但该道路施工围蔽后将对东
西方向的行车影响较大。禅城交
警建议市民通过轻工路、季华路、
塱沙路等道路绕行。
据统计，轻工路、季华路、塱
沙路等 3 条干道中，以轻工路的
行车较为顺畅，其过去一个月内
的早、晚高峰平均时段为 8:00~
9:00 和 17:00~18:00，车 辆 密
集 通 行 持 续 时 间 较 短 ；其 次 是
塱沙路，过去一个月内的早、晚
高峰平均时段为 8:00~9:30 和
17:00~18:30，多车时间集中在
傍 晚 的 17:00~18:00。 市 民 可
根 据 需 要 ，优 先 选 择 该 路 段 绕
行。
另外，在施工期间，施工单位
将会增加机械和人员投入，在施
工路段每个路口均安排协管人
员疏导交通。如果市民在通过
时遇到车多缓慢，请保持一定的
车距，注意控制车速，耐心排队
通行，如需要超车请前提早打开
转向灯，确定安全情况下再行超
车或变线。

禅城公安分局普君派出所民警杨雅讲述自己的从警故事

查看监控找线索
助家人找回孩子
5月14日下午，
12岁的佛山小
学生陈某俊离家上学后迟迟未归，
家长寻人无果焦急万分，
向佛山市
公安局禅城分局普君派出所报警
求助。接报后，
禅城公安立即组织
警力开展协查寻人工作。
“14 号晚
上接到的警情，
但当天晚上却找不
到丝毫线索。
”
杨雅说。
15日早上，
杨雅和同事继续寻
找线索。
“共 8 名警力，
调取了孩子
家到学校一路的大量视频监控，
仔
细地看。
”
杨雅说，
但视频只能看到
孩子离家后进入了一条小路，
之后
就再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不服输的杨雅和同事决定，
到
孩子“消失”的那条小路现场查
看。
“我们实地看到，
进入小路后还
有很多岔路，
无法判定孩子走去哪

个方向。
”
杨雅说，
只能用最笨的方
法，
走访每条岔路，
从沿路的商家、
居民找线索。
“商家有视频的，我们都拿来
看。
”
杨雅说，
最终在一个商家提供
的视频监控中，
看到了孩子在14日
下午走进了同济地铁站。于是民警
们又找到了地铁工作人员帮忙。
“通
过视频看到孩子买票进了站，
随后
又通过系统查到他买了 7 元的票，
并在广州地铁西门口地铁站出站。
”
此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分，
民警
们来不及吃饭，
立即将信息告知孩
子的家属。家属马上意识到孩子
很可能独自前往了该站附近的广
州市儿童医院。因为孩子此前曾
在该院住院，
多次说过非常想念医
院附近的美食。随后，
杨雅和同事
以及家长立即分头前往该处寻找。
最终，
15日下午3时许，
更熟悉
孩子情况的家属在医院附近找到了
孩子。孩子身体无恙。杨雅也立即
赶往与家属汇合。在回佛山的路
上，
杨雅为了能更亲近孩子，
特意换
上便装，
蹲在地上与孩子谈心，
希望
不要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24年老兵转做民警
继续守护百姓平安
在孩子面前如此温柔的杨雅，

却是一名有着 24 年军龄的老兵。
2015年12月，
他从部队转业，
成为
普君派出所刑警中队民警。
从一名老兵到一名民警，
杨雅
算是
“半路出家”
，
要从零开始面对
各种压力和难题。杨雅说，
在部队
他是负责技术类的工作，来到公
安，他的主要工作是信息侦查工
作，
“工作性质类似，
而且带我的老
师也是部队转业的，我俩很合拍，
适应得还算快。
”
杨雅凭着军人的拼搏精神、
谦
逊和严于律己的工作态度，
主动向
同事学习公安业务，排除各类难
题，
很快就能胜任所肩负的信息侦
查工作。2016年3月，
通过大量走
访和筛查海量视频监控资料，
将一
名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嫌疑人从
藏匿窝点揪出；
他又巧用技术和心
理攻势，
促使一名全国在逃人员投
案自首；
2016 年 6 月，他牵头主办
跨区诈骗大案，联动电信、银行等
部门协作参战，
成功抓获了 2 名银
行卡诈骗嫌疑人……
从
“老兵”
变为
“新警”
，
杨雅笑
说：
“我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
搬。”这种在军营里学到的“搬砖”
精神，
至今一直激励着杨雅。他表
示将会坚守
“搬砖”
精神，
成为守护
佛山人民安居乐业的一块
“最坚实
的砖”
。

■杨雅在地铁上与找到的孩子聊天。

（禅城警方供图）

煤气罐超量充灌易爆炸
煤气罐
“超重”可诱发爆炸
能正常使用，
也具有爆炸危险。而
当
“超重”
钢瓶因使用不当，
或受到
太阳曝晒、火炉烘烤、室内外温差
陡然变化等因素影响时，
会加大爆
炸的可能性。
此外，钢瓶倒卧燃烧也会引
发爆炸。钢瓶体是圆柱形的，
倒卧
后，
因装有减压阀，
会产生偏重，
致
使减压阀出气口朝向地面。若地面
是水泥、
沥青、
石板等，
燃烧的温度
会辐射到瓶体上，
使钢瓶内的液化
石油受热后迅速膨胀，
发生爆炸。

质量过硬的煤气罐，切不可只图
便宜，购买价格低廉、材质不过关
的煤气罐。煤气罐安全使用期限
只有 15 年，每 4 年进行一次定期
检验，输气管要定期更换（最长两
年）。可安装煤气低压报警器和煤
气低压自动切断装置，
以防回火爆
炸。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要养成用
完气关阀门的习惯。定期检查煤气
罐的外接皮管、
减压阀是否漏气、
老

煤气罐存放阴凉干燥低温
处，不能靠近热源、明火。特别注
意不能距离煤气灶太近，建议 1.5
米以上。不能在阳光下暴晒，
也不
能用火烤、浇热水等方法加热，不
能倒立，不要碰撞煤气罐，更不能
将气瓶内的气体向其他气瓶倒装，
不要自行处理气瓶内的残液。
多个煤气罐共同使用时，瓶
间距不可低于 1 米。更换煤气罐
时接头一定要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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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江西南昌一
小区突发煤气罐爆炸事故，
一家 4 口被烧伤，其中，夫妇
俩烧伤面积分别为 96%和
88%，12 岁女儿和 9 岁儿
子烧伤面积逾 60%。炎炎
夏日，
历来是用气高峰，
也是
遇煤气罐泄漏立即打开门窗
煤气罐安全使用期限只有 15 年
火灾的多发季节，煤气罐爆
煤气罐爆炸征兆为火焰颜色
通电时话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
炸是家庭和餐企需要特别
如何预防煤气罐爆炸？首
化。经常检查煤气罐、
煤气灶开关
由橙黄色变得略微发白，声音由
火花，也会引起爆炸，远离现场之
先，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及管线，
查看是否有漏气现象。
“呼呼”声变成轻微急促的“嘶嘶” 后才能打电话求助。
防范的。
声；
有的钢瓶可以明显看出瓶体稍
有膨胀。火焰和声音发生变化，
持
续 5~10 秒钟后，火焰和声音突然
消失，
随即发生爆炸。
当遇到煤气罐泄露甚至爆炸
时，
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
开关、
插头与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
火花，
室内泄漏的可燃气体达到一
定浓度后会引起爆炸。应立即到
室外电闸处切断电源。
不要使用电话、手机和门铃。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日前，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布公示公告，广
东健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禅
城企业入围广东省 2018 年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名单。
两化融合，
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是信息化和
工业化高层次的深度结合。为深入落
实广东省深化
“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措施，
经组织推荐和专家评审，
省经信
委选取781家省级贯标试点候选企业。
其中，禅城有 4 家省级贯标试点
候选企业，即广东健博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市摩力克家居布业有限
公司、
佛山市美嘉陶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铁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据了
解，入围企业的两化融合工作须具备
良好基础，
管理规范，
对建立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有需求，同时要具有建立实
施管理体系的经验，如质量、环境、能
源、
职业健康安全、
信息安全和信息技
术服务等。
近年来，禅城区持续推进信息化
建设，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尤
其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促进
“佛山制
造”
向
“佛山智造”
转变。如今，
禅城区
“两化”融合体系贯标试点企业达到
20 家（不含公示企业），2017 年有 10
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东
鹏洁具和佛山登奇机电的两个项目入
选国家工信部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
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张槎街道
入选广东省首批
“互联网+”
培育小镇，
中国最大陶瓷产业链服务平台“佛山
众陶联”
产业平台在禅城建立等，
成为
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样本。

禅城人民医院通过
窝沟封闭项目验收

钢瓶的灌装量绝对不能超其容积 85%，
室内外温差陡然变化等会诱发爆炸
煤气罐为什么会爆炸？安仔
了解到，
煤气罐是钢制的移动式压
力容器，
在长期充装、
运输、
使用过
程中受到碰撞、暴晒、介质腐蚀的
伤害，会产生疲劳裂纹、凹坑、变
形、腐蚀减薄等缺陷，这些缺陷是
导致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
煤气罐超量充满是发生爆炸
最主要的原因。民用液化气罐有
多种规格，如 10 公斤、15 公斤，但
钢瓶的灌装量绝对不能超过其容
积的 85%。超量充灌的钢瓶即便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昨日，
禅城区教育局发布公告，
《佛山市财经
学校和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合并
方案（征求意见稿）》，已于 15 日完成
公众征求意见。根据方案，两校合并
计划在今年 9 月开学前完成，重组后
的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将拥有四个校
区，
约有6000名在校中职生。
禅城区教育局相关人员表示，为
了更好地推动禅城区中职教育改革发
展，
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
并
结合禅城区中职学校的实际，该局草
拟了《佛山市财经学校和佛山市华材
职业技术学校合并方案（征求意见
稿）
》，
已于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018 年
5月15日面向公众征求意见。
禅城区教育局计划把佛山市财经
学校整体并入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
校，计划在今年 9 月开学前完成。重
组后的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将拥有四个
校区，办成约有 6 千名在校中职生的
规模。学校将加强重点专业建设，开
发更多的新专业。有关方案正在公开
征求公众意见。
据介绍，由于佛山市财经学校办
学规模不达标，
必须整改，
在权衡了多
种方案后，
决定合并。这样，
可以利用
华材的“国家示范校”这个平台，盘活
资源，
争取更多支持，
提升财经学校专
业内涵发展。

4 家禅企入围省级
贯标试点候选名单

民警监控里寻线索 帮助找到失踪小孩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张亿）前天，
一条寻找禅城一
名 12 岁小学生的消息牵动了众多
市民的心，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
民警杨雅及同事调取大量监控视
频查看，成功找到了该小孩的线
索，助其家长找到了孩子。昨日，
杨雅接受记者采访，
讲述当日寻找
失踪孩子的过程及其从警故事。

禅城两所职校
9 月前完成合并

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穿脱
衣服会产生静电，特别是混纺、尼
龙织物。静电也会引爆空气中一
定浓度的可燃气体。
立即打开门窗通风。关闭煤
气、液化气的阀门，向有关部门报
告，以便查明原因，对泄漏处进行
及时维修，
避免发生恶性事故。特
别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情急之下打
开排气扇进行通风，
而忽略了排气
扇也是通电的。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前日，
禅城区人民医院承担的
“2017 年全国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窝沟封闭）项
目”顺利通过广东省牙病防治指导中
心专家组验收。
当天，专家组采用实地抽查和查
阅资料的方式进行评估，分别对佛山
市澜石小学、
佛山市第一小学的
“六龄
齿窝沟封闭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现场
抽查，并对两所学校部分学生进行口
腔保健知识的问卷调查。抽查结果
为：窝沟封闭保留率 98.1%，完好率
97.1%，学校儿童的口腔问卷调查平
均得分94.3分。区人民医院以优异成
绩顺利通过广东省牙病防治指导中心
专家组的验收。
据悉，
区人民医院在承接 2017 年
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中积
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和项目实施单
位，获得区卫计局、区教育局、区疾控
中心和各学校的大力支持，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全年共为 1000 多名儿童
免费实施窝沟封闭，免费封闭了近
4000颗牙齿。
在项目验收点评会上，专家组高
度肯定区人民医院在全区乃至全市窝
沟封闭普及和儿童口腔健康干预工作
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项目完成质
量高，尤其是利用多种多样健教宣传
形式和医校携手平台推进项目实施。
专家组还希望医院能争取财政支持，
推动窝沟封闭工作向全区、
全市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