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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热点

南厦丰泽园消防隐患整改难度不小

发动居民参与整改
力争年底按期摘牌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7
月12日，珠海市消防安全
委员会组织开展消防重点工
作督查，推进南厦丰泽园等
市级挂牌火灾高风险区域整
治工作。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南厦丰泽园消防隐患整
改最快年底完成，将重建总
长超过5000米的消防专用
管线。即日起，挂牌整改通
知将向居民公开，管网项目

“一事一筹”方案开始征求居
民意见。

南厦丰泽园小区约有住
房 2100 余 套 ，占 地 面 积
7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
万平方米，共有25栋楼，由
于年久失修，消防设施老化、
缺损，地下消防水专用管渗
漏严重，消防设施不得不长
年关闭，造成严重消防风险
隐患，今年被列为市级挂牌
火灾高风险整治对象。12
日，市消安委办会同消防、公
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对南厦
丰泽园整改工作进行专项督
导，听取整改方案与工作进
度。

据狮山街道消安委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挂牌区域
最需要解决的是消防管重
建与楼宇楼道防火门等设
施更新问题。目前，小区物
管企业已通过消防勘查设
计单位完成勘测与评估，小
区地下及地面需要新设超
过5000米的消防水专用管
线；部分老旧破损楼道防火
门需集中更换。预计整改
经费约300万元。接下来，
当地将联合社区、小区业委
会开展项目告知与“一事一
筹”前期工作，征求小区居
民改造意见，力争项目在今
年12月底前完工，并验收使
用。对此，督导人员要求属

地尽快将小区挂牌整改情
况通知下去，并广泛发动、
引导小区居民参与设施改
造。通过消除消防安全隐
患，力争按期摘牌。

督导检查期间，工作人
员还前往金宝路商业广场排
查消防风险隐患，落实防火
卷帘整改措施；对人民东路
附近“三小场所”违规住人、
燃气使用等问题进行“回头
看”；对香洲辖区沿街消防栓
进行检测。结果总体情况良
好，未发现新的重大风险隐
患问题。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
占地7万多平方米的小区，
竟有多达166个简易灭火
器储柜，遍布公共场所，这
些“小红箱”，就是狮山街道
为辖区火灾高风险区域
——南厦丰泽园配置的救
火工具。7月12日，这套设
施整体通过市消安委验收。

据了解，今年5月的一
天，南厦丰泽园历经连日高
温，一栋建筑顶楼堆弃的杂
物突发自燃。一名住户上
楼劳作，发现后就近从楼道

“小红箱”取出灭火器，及时
将火扑灭。由于处置及时，
小火没有酿成火警，现场也
没有财物损失。

类似的一幕，该小区
2018 年 5月也曾发生过。
当时，一住宅楼三楼因电器
短路发生火情，住户家沙发
被引燃。屋主在家找不到
灭火器，就想到小区里的

“小红箱”，于是到楼下开箱
取出灭火器，进屋就将火头
喷灭。火情处理快，损失又
不大，这次也没报警。

“群众参与，打早、灭
小，防止了火情扩大，将火
警消灭在了萌芽状态。”狮
山街道消安委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从2018年开展南
厦丰泽园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以来，街道牵头在小区不
同场所投放了一批简易快
取消防储柜，也就是大家俗
称的“小红箱”，到目前已安
装了166个，遍布于小区楼
宇、商街、广场、车库等公共
场所。“小红箱”一箱能装两
瓶灭火器，共有332瓶灭火
器，数量够用，也好找；在取
用方式上，有开放式和上锁
式两种，后者出于防盗考
虑，被设在特殊区域，不过
也有快拆方法，破拆后还能
及时补足。

南厦丰泽园的消防系
统为什么与其他的小区不
同？原来，该小区消防管老
化、出现渗漏，整套系统现
在基本停摆，“小红箱”作为
过渡期救急手段应运而
生。7月12日，市消安委组
织火灾高风险区域隐患督
查，实地检验南厦丰泽园的
消防设施“小红箱”，结果通
过验收。

记者从现场获悉，该
小区消防管更新计划已经
启动，最快在今年内完成
改造，并交付使用。在项
目落实前，当地还为沿街
68家商铺安装简易喷淋装
置，配置简易喷淋头 550
个、烟雾报警器75个。此
外，街道办还在小区内配
置了微型消防站1个，培训
消防应急队员6名。确保
遇到小火，社区居民能第
一时间自救。

小区安装166个“小红箱”
作为过渡期救急手段

本报讯（记者刘联）昨
日，记者从珠海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获悉，7月8日下午，
该中心精神卫生科一名患
者在市救助管理站和市慢
性病防治中心的协助下踏
上回家路途，告别多年的流
浪生活。这是该中心自今
年4月底承接市救助管理站
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以
来治疗出院、成功护送返乡
的首例流浪乞讨精神障碍
患者。

当日，28岁的小青（化
名）迎来新生：她办理了出院

手续，衣着干净整齐，精神焕
发。据悉，在过去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在市慢性病防治
中心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和
照顾下，小青的精神病情得
到良好控制。更令人激动的
是，她回忆起过往的生活，在
市救助管理站、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失
散多年的家人。

去年7月，独自走失流
浪乞讨的小青，被南屏派出
所发现后送到市救助管理
站，期间表现异常，说话颠
三倒四，臆想情况严重，最

终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
裂症”。

今年4月30日，作为市
第一家公立精神病专科医
院，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正式
启动珠海市流浪乞讨精神障
碍患者医疗救治服务工作，
包括小青在内的多名流浪乞
讨精神障碍患者被转入该中
心精神卫生科住院部。

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负责
人介绍，医护人员在病房环
境、起居饮食等给予患者无
微不至的照料，经常与他们
谈心娱乐，让他们感受到家

庭般的温暖。在大家的精心
照料下，小青不仅自己的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还能帮助
劝解病友吃饭服药、照顾行
动不便的病友。经过专家评
估，她符合出院标准。

“感谢珠海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医护人员，感谢珠海，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会一
直记住你们的帮助。”7月8
日，小青在珠海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护送下踏上归家之
路，在出发前，她表达了朴素
而真挚的感谢，对回家后的
生活充满期待。

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病愈出院回家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病愈出院回家

2828岁女子告别多年流浪生活岁女子告别多年流浪生活

本报讯（记者陈新年）近日，在
乘客没有提前申请的情况下，珠海
机场依然圆满完成了一起人体器官
运输的申请保障任务。对此，珠海
机场有关负责人提醒有关携带人体
器官乘机的乘客，应在航班起飞前
4小时提出申请。

7月8日10时40分，适值珠海
机 场 值 机 柜 台 高 峰 期 。 乘 坐
MU2951航班的岳先生在办理完
值机手续后来到机场主任柜台，告
知工作人员其此行携带一人体器官
（肝脏）前往南京，之前未向航空公
司提出申请，现场需临时申请人体
器官运输。

珠海机场值机主任朱博了解详
情后当即将旅客需求报告给部门调
度IAC，现场查看旅客提供的相关
运输文件，并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
配与共享计算机进行核实。随后，
协助旅客向东方航空公司客服
95530提出人体器官运输申请。

为保障旅客快速登机，10时50
分，经过IAC的协调，旅客服务部
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运输保障工作
预案》，单独开放柜台，迅速为旅客
办理相关手续；IAC联同安检等各
部门申请快速通道，朱博全程引导
旅客优先通过安全检查，快速到达
登机口，11时24分旅客顺利登机。

人体器官的质量与其运输的时
效息息相关。为了让旅客能够优先
离机，值机主任与东航乘务长协调，
将旅客调整至客舱第一排。11时
44分航班关舱门，11时55分航班
顺利起飞，比原定计划起飞时间提
前了10分钟。

珠海机场为携带人体器官
乘机乘客开辟绿色通道

飞机提前
10分钟起飞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 许晖 实
习生王玲玲）7月11日下午，由珠
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珠海警备区
牵头，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与中国
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邮政储
蓄银行等4家银行的珠海分行，在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珠
海市退休、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家
属享受银行优惠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

经过前期沟通交流，参与本次
签约的4家银行积极主动作为，热
情参与拥军优抚工作。每一家银行
分别根据各行各自的业务类型，有
针对性地开展为珠海市退休、退役
军人和现役军人家属创业者提供创
业小额贴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在房
屋租赁和购房贷款方面提供优待优
惠服务；为创办企业提供贷款和融
资优待及利息优惠服务；以及拥军
优抚银行卡7项免费待遇落实（免
收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
跨行转账手续费、跨行ATM取现
手续费等措施）和开展建立帮扶、慰
问、公益活动联谊机制。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与四家银行签约

军人家属可享受
银行优惠金融服务

市消安委有关人员对南厦丰泽园进行消防督查。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