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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如何加强
燃气使用安全时，一个名词开始频频出现
在媒体的报道之中，并因此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那就是“家用燃气报警器”。家
用燃气报警器，顾名思义，是安装在各家
厨房、用于防范燃气泄漏的安全防护用装
置。家用燃气报警器在我国出现已经有
十几年历史。很多家庭燃气爆炸事件，都
是在业主不知道房间充满了泄漏出来的
燃气、盲目动用电器开关而在瞬间引发的
悲剧。燃气中毒，也是因为泄漏出来的燃
气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从而导致对人身体
的伤害。燃气事故一旦发生，无论是对家
庭还是对人身伤害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
目前很多居民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
装修，一旦发生爆炸，除自身损失巨大，还
极易殃及池鱼。网上搜索燃气爆炸，画面
比比皆是，惨不忍睹，如果有一个报警器，
类似这样的悲剧就可以大大避免。

一、造成燃气事故的主要原因有：
1.使用燃气时无人照看；使用完燃气后

不关闭燃气开关阀或关闭不严；一些老社
区设备陈旧且无人维护保养或维护保养
人员专业知识不强，是燃气事故的另一重
要原因，老社区也就成为燃气事故的高发
地区。

2.居民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对燃气泄漏
反应速度慢，应急能力较差。

3. 进入深秋和寒冬时节，居民家的门

窗密不通风，如燃气泄漏，长时间无法排出，
产生气体聚积，极易发生易燃、易爆事故。

二、燃气泄漏警情处理
当环境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值达到或

超过报警设定浓度值时，探测器会自动进
入持续报警状态，这时应：①立即关闭管道
阀门；②立即打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③
熄灭所有火源，避免使用一切能产生火花
的物品（如开打火机、划火柴等）；④避免开
关各种电器；⑤检查气体泄漏原因，并及时
拨打燃气公司报修电话处理。经检查如果
探测器为误报，则用户应检查探测器的安
装位置是否合适。

三、燃气报警器使用注意事项
1.燃气报警器必须有正确的连线和正

确的电源供电，无论任何原因失去电源，探
测器将无法工作；2. 燃气报警器必需按照
说明书的要求定期维护；3. 探测器不可能
寿命无限，应每半年测试一次，发现失效必
须尽快维修或更换；4. 燃气报警器可以减
少事故的发生，但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
了您的安全，除了正确使用外，在日常生活
中还应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患意识，真正
做到防患于未然。 （供稿：马建军 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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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报警器——被忽视的“安全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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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持卫生，洗手更能帮你预防多种疾
病，包括打湿、搓洗、冲洗、擦干双手等步骤的全
过程应持续至少40秒。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1.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口罩后；2.接触过

泪液、鼻涕、痰液和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
后；3.护理患者后；4.准备食物前，用餐前，上厕所
后；5.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扶手、门柄、电梯
按钮、钱币、快递等）；6.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7.
处理婴儿粪便后，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粪便后。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怎么办？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可选用含75%酒精的

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将消毒剂涂抹双手，持续
揉搓15秒。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
化氢消毒剂。

应足量使用，要让手心、手背、指缝、手腕等
处充分湿润，双手相互摩擦足够长的时间，等消
毒剂差不多蒸发之后再停止。

对公众而言，不建议以免洗的手部消毒剂
作为常规的手部清洁手段，只是在户外等没有
条件用水和肥皂洗手的时候使用。

洗手，你洗对了吗？

健康雄关健康雄关———文明健康—文明健康 对话生活对话生活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供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供稿

第一条 为完善全省科技成果管理制度，
规范科技成果登记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科技部《科技成果登记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
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第三条 科技成果登记坚持客观、真实、准确、
自愿的原则，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实行网上办理。

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科技成果，按照国家科
技保密和科技安全的有关规定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科技成果登记类别分为基础理
论类、应用技术类和软科学类。

基础理论类：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
青年科技基金、省级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并完

成结题所产生的成果；执行省级杰出青年基金、省
级基础研究创新群体计划项目并完成验收所产生
的成果；执行由国家部委认定的各类基金委员会
下达的计划项目并完成结题所产生的成果。

应用技术类：执行国家部委下达的非基
础研究类计划项目并完成验收或评价所产生
的成果；执行省科技厅下达的各类计划项
目、课题并完成验收或评价所产生的成果；
执行省级行业行政部门和市、州下达的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并完成验收或评价所产生的成
果。取得专利授权证书、集成电路布线图证
书、植物新品种审定（认定、登记）证书、新药
品证书、新产品备案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等，
并完成转化或推广使用的科技成果。

软科学类：执行省科技厅下达的软科学计划

项目，并完成验收或评价所产生的成果。
第五条 省科技厅负责全省科技成果登记

工作。登记办理应当按科技成果负责人所在单
位的隶属或属地化关系，经省级行业行政部门
或市、州科技局审核后，推荐符合条件的科技成
果至省科技厅进行登记，不得重复登记。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科技成
果，由科技成果第一完成单位负责上报登记。第
一完成人所在单位与第一完成单位不一致的，由
第一完成人负责上报登记。 （未完待续）

甘肃省科技成果登记办法

科技天地
市科技局供稿

友好家政：清洗、修理油
烟机、炉盘、太阳能、热水器、
洗衣机，上下水安装、洁具维
修、做防水，刷涂料、乳胶漆、
油漆，打扫卫生、擦玻璃、通下
水、清理化粪池、搬家、做保

暖。联系电话：13893748780。

嘉峪关冰佰汇冷饮招聘
送货司机 5 名、业务员 2 名，
保底工资+绩效工资+提成+
工 龄 工 资 。 联 系 电 话 ：
18093737290。

某女，62 岁，丧偶，身高
1.60 米，退休，一女已成家，
寻：本市退休男，62-66 岁，
婚姻状况最好也是丧偶，无
恶习，有诚意者请联系。电
话：13321264871。

家 政家 政
招 聘招 聘

征 婚征 婚

友情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法律依据，使用前敬请核实相关手续

市场信息 6224603

嘉峪关市五一南路1819号
(嘉峪关广播电视台院内)

刊登地址：广告热线：

建新、建林、建安街区被征收人：
嘉峪关市建新、建林、建安棚户区改

造项目分别于2017年8月31日、2018年8
月31日完成交付使用条件，但截至目前
仍有部分被征收人未办理相关手续（见
附件《逾期未办理手续名单》）。

为尽快完成建新、建林、建安棚户区改
造项目安置工作，现通知各相关被征收人，
请您于2022年5月31日前办理相关手续（办
理地址：新华南路建新小区西门文旅集团三
楼锦华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0937-6329113）。
请您务必按期办理，房屋自交付之日起，由
于被征收人个人手续办理滞后原因而产生
的相关费用均由被征收人承担，若在此通知
规定期限内仍未办理，由此产生的逾期违约

责任及其他任何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
另，购买建新街区 4-1-801 商品房

客户霍亚娜、建安街区5A-3-401商品房
客户陈天鹏，我公司已多次通知您办理
缴款手续，截止 2022 年 5 月 12 日仍未办
理，现郑重通知您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
办理退房相关手续，我公司将按照《商品
房买卖合同》相关违约条款，与您解除双
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您所购买
的房屋我公司则依合同约定收回，并另
行出售。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和其他所
有责任及后果均由您本人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嘉峪关锦华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街区

建新

建新

建安

建安

建安

建林

建林

建林

建林

房号

29-1-601

29-3-602

11-2-601

11-3-602

15-3-502

3A-1-302

21-1-501

26-1-702

28-1-201

姓名

赵荣风

宋军

武瑞娥

梁家坡

廖林

何勇奇

李彦荣

赵淑玲

李双有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街区

建林

建林

建林

建林

建林

建林

建新

建安

房号

36-3-601

44-2-302

47-1-502

47-1-601

20-1-501

29-1-502

4-1-801

5A-3-401

姓名

张毅超

芦忠元

马晓峰

李雪云

李怀康

刘新芳

霍亚娜（商品房）

陈天鹏（商品房）

逾期未办理手续名单

关于尽快办理认购及缴纳房款的通知

本报讯（车志杰 潘霞）今
年以来，峪泉镇全面推行“自主
购机、先购后补、直补到卡”的
农机购置补贴办法，采取“线上
手机 APP 申请+线下上门指
导+现场核验”的方式落实农机
购置补贴工作，让农民尽享实
惠，推动农业机械化全面高效
发展。

补贴工作开展以来，在国
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带动
下，峪泉镇广大农民群众购买
农机具的热情持续高涨，农机
装备总量得到快速增加，其中：
大中型轮式拖拉机达80台，小
型轮式拖拉机 419 台，配套农
具 1300 余台（套）。2022 年峪
泉镇第一批购置大中型新型轮
式拖拉机 4 台，多功能新型铺
膜播种机 2 台，条播机 1 台，穴
播机 1 台，铺膜机 1 台，液压翻
转犁 1 套，争取中央补贴资金
54.7 万元，拉动农机化投入资
金32万余元，补贴资金已全部
落实到位，第二批农机购置补
贴正在有序申报。新增农机具
呈现机型多样、类型齐全的态
势，促使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
显著提高，全镇耕种收机械化
率达80%以上。

同时，在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的扶持引导下，峪泉镇农机
大户、种粮大户、农机合作社等
服务组织快速发展，促进了土
地规模化种植和集约化经营，
农业机械利用率不断提高，农
机作业收入持续增加。2022年
规模制种公司流转全镇土地
2600 余亩，种植大户流转土地

500余亩，农业机械承担的生产作业量越来越
大，作用发挥愈发明显，农民传统的耕种经营
观念逐步改变，跨区作业迅速发展，农机服务
正在向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迈进。

最近一段时间，在新育才小
区里，一些居民挥动铁锹、锄头，
忙着翻地施肥、栽花植绿……本
该出现在农村田间地头、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景，为何出现在了城
市的居民小区？原来这是雄关街
道绿化社区紧紧围绕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在新育才小区作为试
点，推行的一项“绿地认养”计划。

家住新育才小区卢大爷平时
就爱打理楼道口的绿地，自从认
养了门前绿地，他就变成了“专业
园艺师”，每天想方设法把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弄得更漂亮，为此他
还不惜自己花钱购买花苗、花种，
现在他家门前鲜花、绿树错落有
致、相映成趣。

据了解，为了提高认养群众
的积极性，绿化社区党委在每块
认养的绿地中设置了公示牌，上
面标有认养人的情况，以及绿地
认养前的照片，“我去年可是在绿
地评选中拿过奖的，今年我也不能输给别
人！”提到今年的绿地认养计划，卢大爷信心
满满。

“许书记，我们支部的地我已经翻完了，
网上刚买了些花种，这几天就能到。这片绿
地交给我，你尽管放心……”绿化社区第四
党支部的退休党员刘大爷一边擦着额角的
汗水，一边开心地说。

刘大爷是改制企业的退休职工，由于企
业改制党组织关系遗失，社区党委了解情况
后，通过查阅历史档案，积极协同上级部门，
通过层层审批，在 2020 年底，恢复了刘大爷
的党员身份，在重温入党誓词的那天，刘大

爷激动不已。
刘大爷在去年成功认养绿地

的基础上，今年又主动承担起了
他所在支部认养绿地的种植工
作。“我上岁数了，干不了别的，但
响应组织号召，种种花，浇浇水，
让咱小区变得更好。”刘大爷说。

看着小区一年来的新变化，
新育才小区业主张先生为绿化社
区党委推出的这项新举措竖起了
大拇指。张先生说，小区公共空
间 绿 化 缺 失 是 老 旧 小 区 的“ 通
病”，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见缝
插针，在裸露的土地上圈地种菜，
甚至毁绿种菜，成为小区整治的
一大顽疾。绿化社区党委推出

“绿地认养”计划一年来，小区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花卉
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绿草如茵，
生机盎然，让人心旷神怡。

绿化社区党委书记马丽娜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社区党委通过民
主议事会、业委会等渠道集思广益，以红色
物业为切入点，推行“绿地认养”计划，鼓励
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认领单元门前公共绿地，
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治理，提升家园环
境。经过一年多的运行，“绿地认养”计划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接纳，认养的绿地也
从去年的 8 块增加到今年的 14 块，通过大家
共同经营，小区里处处可见不同风格的小花
园，每个小花园自成一景，各有特色。

马丽娜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
居民们找回守望相助的邻里温情，共建幸福
和美的绿化社区。

本报讯（潘霞 边嘉琳）近日，市林草局林政
稽查队接到新城村五组高某电话报称，其在自
家农田发现两只“大鸟”，无法飞行，急需救助。

接报后，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经鉴定，
两只“大鸟”实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灰雁。随

后，工作人员将两只灰雁带至宠物医院，经医生
进一步检查诊断，两只灰雁有可能误食杂物导
致轻度中毒，身体虚弱，飞行无力，幸无骨折及
其他伤势。目前，获救灰雁正在接受治疗，待其
身体恢复后将放归自然。

两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灰雁获救

今年以来，钢城街道新华社区着力构建党
组织有效引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基层网格化
治理格局，积极推行“全科网格”模式，实现社会
治安、信访维稳、矛盾化解、文明创建、疫情防控、
应急管理、社情民意等内容全覆盖，发挥“一格
管全面”作用，让网格工作真正服务于民。

率先垂范，精耕“责任田”。坚持率先垂
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并
绘制网格平面图。社区以网格化管理为组织
架构和制度基础，贯穿基层治理“网格化”建设

工作全过程。坚持把网格化服务工作作为“一
把手”工程，形成“街道——社区——网格员”

“三级”书记抓网格化服务的工作体系，通过各
尽其责、上下联动，实现基层治理力量在最小
单元网格的全覆盖。深入辖区网格中参与疫
情防控、群防群控、防灾减灾、矛盾纠纷、安全
隐患排查、入户走访等工作，街道、社区协同市
上各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10 余
条，实现了网格化管理触角延伸到辖区社区每
一个角落、网格的每一处细节，进一步夯实党
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基础。

夯实基础，细作“分内事”。结合实际情

况，逐步优化设置专属网格，形成一个治理服
务综合网。充分发挥辖区联合党支部参与社
区基层网格化建设的积极性，整合社区内党组
织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落实好共建机
制。网格及时建立了党支部，由社区领导班
子成员联系网格党支部、网格员联系党小组、
党小组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
实现党建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应用。社区党委
充分利用每周例会、主题党日等形式，深入学
习党规党纪以及法规政策，把政治理论学习
作为社区网格员的必修课。同时，利用新型
媒体，动员社区网格员加入学习强国、微信群

等学习交流平台，推动理论学习制度化、科学
化、规范化，先后更新推送理论政策、信息资讯
100 余条，提升辖区网格员的综合能力和文化
素养。

用心用情，打通“连心桥”。以居民需求
为服务导向，每个网格都配有网格长+网格
员+物业联络员，每天定期在网格内开展实
地走访，通过“走亲戚”“拉家常”的方式，耐
心解释各项惠民政策，细心了解居民群众的
所需所想、实际困难、居住环境等，分类建立
台账，分类分情况有效解决，实行动态更新管
理，把居民群众的大事小情记在心、挂在嘴，
赢得了居民群众的称赞，拉近了情感距离，实
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
出街道”的目标。建立“网格+微信群”11 个，
由网格员负责管理，把微信群作为网格的重要
工作平台和宣传阵地，提供“网格+网络”的

“双网”精准服务，真正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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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嘉峪关恒禾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职工在修剪管护花卉，保障
花卉供应市场，满足客户采购需求。

该公司采取规范化、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的方式，繁育出矮牵牛、万
寿菊、一串红、勋章菊、天人菊等十多
个品种60余万株，用于城市的美化、
亮化。 高深 马玉福 摄影报道

管护花卉保供应▲

“小网格”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
——新华社区深入推动基层治理“网格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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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明霞 通讯员 蒋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