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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消防多管齐下动态清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松江住宅电梯或全加装“梯禁”系统

晨报记者董川峰报道 昨天

下午，32 岁小彭来到上海开放大

学参加了家政本科班的开班典

礼。她是家政班 2021 级秋季班

的新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将拿

到开大家政学本科证书。小彭博

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上海高校

的一名老师。高学历为什么要回

炉读本科？她说，为了提升家庭

幸福感。

小彭是 2 个孩子的妈妈，大

的三岁，小的一岁。“专业的事还

是要专业的人来教，尽管我是博

士生，但在家政这方面，只有高

中生的学历吧，需要进修和提

升。”小彭打趣道。

完成家政学的学习，需要起

码修满 71 个学分。小彭本身的

学历可以免修其中三分之一的

学分。她决定利用每周周末到学

校上课，其他的课程可以线上修

读，这样工作和家庭都不耽误。

上海开放大学有年 3 月开

办了全国首个家政学本科，成为

全国第一所开设家政学本科的

成人高校。

开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芦

琦介绍，有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智慧教学方式，还考虑到大

部分学生作为社会从业者的身

份，专业课程均安排在周六，学

生可以使用在线课程在家学习，

而且学籍 8 年有效，给予学生充

分完成学业的时间。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杨象导

2900 部电梯已完成 “梯禁”系

统安装， 全区 12336 台住宅电梯有

望明年全部安装“梯禁”……动态隐

患清零工作开展以来， 松江区消防

救援支队直视问题、迎难而上，主动

承担起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清除的

牵头责任，从源头上、技术上清除电

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安全隐患。

在对 2020 年电动自行车火灾

事故全量分析的基础上，松江消防

决定以违规充电作为重点突破口，

协同区公安分局细化制定了《电动

自行车消防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工作方案》，并发布了配套的处罚

场景适用和执法裁量标准，为派出

所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明确指引。

为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

统一，松江区建立了“首违免罚”、

“复违再罚”的人性化执法机制。

同时，松江消防协同区市场局、

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将电动自行车

生产、销售单位及外卖快递网点纳

入重点整治范畴，从严查处销售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配件、

私自更换大功率蓄电池等违规行

为。

截止目前，累计开展联合检查

5次，检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外卖

快递网点 477 家次，清退 “三合

一”场所 86 处、临时查封 26 家，行

政处罚 5家。

有年 8月 1 日起施行的《高层

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

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在高层民用建

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

安全出口停放或充电。

整治过程中，松江消防抓住

“严禁进楼入户”这个“牛鼻子”，

会同街镇、派出所积极推广高层小

区应用电梯智能识别电动自行车管

控系统（即“梯禁”系统），鼓励小

区借助电梯广告权益出租等方式

“众筹”安装经费。

截止目前，松江区已有 2900

部电梯完成“梯禁”系统安装。根据

《松江区住宅电梯物联网加装实施

方案》，松江区 12336 台电梯有望

在明年全部完成“梯禁”系统的安

装，从源头上、技术上清除电动自行

车“进楼入户”的隐患。

实际上，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区域也是火灾多发部位。经排摸，松

江区共有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

1749 个，支队会同各街镇依托“平

安工程”、“政府实事项目”，积极

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消防

设施改造和蓄电池充换电柜建设。

截止目前，已新建 73 个蓄电

池换电柜和 75 个充电柜，建设具

备简易喷淋灭火功能的停车棚 138

个。

为达到“灭早、灭小、灭初期”

的防控效果，松江消防特别注重发

挥微型消防站的先发作用。

目前，松江区共建立微站 680

座，并为 50 个居民小区、行政村配

备了微型消防车，全区共有 4081

名微站队员经过培训考核，投入执

勤战备。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吴贞贞

晨报讯 近日，松江区消防救

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全区公共娱乐场所、密室逃脱类场

所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检查人员重点对灭火器、应急

照明灯具、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

警器、消防水枪等消防产品进行了

抽查，并使用检测工具对产品一些

关键性能进行现场判定。

本次行动共检查经营、销售消

防产品单位 45 家，开展抽样送检

8批次，现场判定产品质量为不合

格的案件有 11 起；经检验，产品

质量为不合格的案件有 5起。

晨报记者 潘 文

天气渐凉，养生渐热。最近，上

海气温骤降，阵阵凉风让人猝不及

防，各大滋补品店内的顾客逐渐多

了起来。医生提醒，养生进补并非多

多益善，建议进补前先去医院咨询

下专业医生，评估一下身体状况，再

进行有针对性的养生保健。

“阿胶怎么卖”“最近有优惠

吗”……昨天下午，在上海市第一

医药商店南京东路店的阿胶专柜

处，不时有顾客前来咨询阿胶价格，

其中大多数都是“老顾客”。

有市民购买了多盒阿胶块、阿

胶浆等，在拎着两大袋滋补品离开

前，她还加了店员的微信号，计划过

段时间有优惠再过来购买。另一位

市民询问价格和优惠后，也下了单，

并选择现场加工制作成即食阿胶

糕。

阿胶专柜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几天天气冷，人开始多起来了。

前几天，我们有天熬了 16 斤阿胶，

有一天熬了 19 斤。现在人刚开始

多起来，熬阿胶糕不用等，过段时间

人会更多。”记者现场了解到，250

克的红标东阿阿胶售价 1299 元，

赠送 125克的同款阿胶。另一款金

标东阿阿胶 250 克售价 1300 元，

没有赠送活动。和去年记者的走访

情况相比，目前的价格和优惠与去

年冬季差不多，金标东阿阿胶 250

克的售价比去年冬季便宜了 100

元。

之后还会有更大优惠吗？工作

人员表示，“双 11”以及之后是否

有优惠，目前还不太清楚。即使有活

动时间也不长，而且价格和目前的

差不多。售卖虫草、燕窝的柜台也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部分柜台

贴出了“买一送一”、“买二送一”

等优惠。据一位柜台工作人员介绍，

该柜台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虫草现在

买一送一，算下来是 198 元左右一

克，去年是 200 多元一克，现在价

格降了。

不到一年一度的养生进补季，

应该如何正确进补呢？滋补品是否

人人都适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传统医学二科副主任医

师周扬表示：“几十年前，我们的物

质水平匮乏，吃不饱，更吃不好，食

物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肉、鱼、奶等脂肪类、蛋白类的食物

摄入很少。这种情况下要应对高强

度的劳作，身体可能会出现过耗、亏

虚的情况，所以需要借助一些药物，

为人体提供能量。而现在，问题往往

是人们吃得太多、太好，以至于身体

能量过剩，出现高血脂、高血糖等情

况，如果我们还是秉承以前的进补

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接诊过程中，周扬也遇到过

因为“错误进补”而进医院的患者。

有患者因为睡眠不好自觉疲劳，于

是自行服用红参，结果越吃越睡不

着。还有患者发现患有肝硬化、肝肿

瘤后，连吃 5只甲鱼，结果入院以后

一周都没有食欲，而且病情有所加

重。

周扬提醒，无论是阿胶、燕窝，

还是各种参类等，一定是有针对性

的。如果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需要补一补，建议先去医院咨询下

专业医生，评估一下身体状况。可以

借助一些中医的客观诊疗设备进行

健康评估，然后医生结合检查结果

再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身保健建议。

松江消防严查密室逃脱场所消防产品

部分阿胶、虫草等滋补品价格略有下降
医生：进补前应去医院评估身体状况

执法人员在查处飞线充电等违规充电行为 /消防供图

目前看今年的虫草价格相比去年有所下降 /晨报记者 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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