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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王永红 整理

去年冬天以来,本市发生多起取暖
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主要位于未实行
集中供暖的农村社区。初春时节，气温乍
暖还寒,崂山区不少居民家中还在使用
燃煤取暖，本期“应急知识进万家”跟您
分享一下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小知识。
从以往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情况来看，
主要有以下原因，需引起居民的高度重视：

1 .住房密封性强，通风效果差。目前
农村民房普遍采用塑钢或铝合金门窗，
且很多家庭将院子用玻璃密封。冬季取

暖时，由于院子是密封的，当煤炭燃烧不
充分时，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
发生。

应对措施：一是注意及时开窗加强
屋内通风换气；二是密封的院子要开启
窗户保持通风。

2 .炉具使用及安放位置不当。实地
走访发现，年轻人家庭一般使用土暖气，
炉具放置在厨房，而许多老人家中使用
的是简易炉具，通过炕洞排烟，有的甚至
将煤炉安放在卧室，因烟囱排烟受阻极
易发生中毒事故。

应对措施：加强安全教育，居民切不
可把煤炉安放在卧室使用。经常检查炕
洞有无冒烟情况并及时修复。安装并正
确使用一氧化碳报警器。

3 .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差，一氧化碳
报警器使用不规范。各街道下大力气为
基层住户安装了一氧化碳报警器，组织
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训，但个别群
众思想不重视，感觉无所谓，使本可以避
免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屡屡发生。之前

发生过多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中，经了
解当事人，当时一氧化碳报警器已报警，
但住户嫌报警器扰民，干脆关闭电源，也
未及时通风换气，最终造成中毒事件发
生。还有的村民不及时更换电池，使报警
器形同虚设，未发挥应有作用。

应对措施：一是社区安排专人入户
教会居民正确使用一氧化碳报警器,告
知注意事项；二是定期对各家报警器使
用情况和有效性进行巡检，及时更换损
坏、故障的报警器。

4 .独居老人一氧化碳中毒的比例较
高。许多老人家中使用的是简易炉具，有
的甚至将煤炉安放在卧室；有的老人心
疼电费或电池费用，将政府配发的一氧
化碳报警器弃之不用；加之老人反应迟
缓，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大大增加。

应对措施：一是关注独居老人的安
全保障工作，子女常回家看看，教会老人
一氧化碳防护知识，教会老人正确使用
家用一氧化碳报警器；二是社区派专人
加强独居老人一氧化碳防护知识宣教工

作，帮老人安好家用一氧化碳报警器，包
教包会，并定期巡查报警器有效性；三是
一氧化碳报警器的能耗极低，每月耗电
低于2 . 5度电，约合每月电费1 . 3元，居
民切不可为了省这1块多钱置自己的生
命安危于不顾。

5 .低气压天气时易引发一氧化碳中
毒。有的社区所处地势较低，四周环山，
一旦出现低气压天气，煤烟排放不畅，易
引发煤烟中毒。

应对措施：遇到低气压天气时提高警
惕，通过睡前熄火、通风换气等加强防范。

6 .外来务工人员不了解相关防范知
识。有的房东没有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明白纸》告知租户,未尽到提醒义务;有
的外地务工人员防范意识差,用铁桶装
木炭燃烧取暖，造成中毒事件。

应对措施：一是规范房屋出租人出租
行为，各房屋出租人要在房屋出租时告知
承租人一氧化碳中毒防护知识。二是为外
来打工者租住房屋配备家用一氧化碳报警
器，并教会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尊敬的居民：
你们好!当今世界，毒品泛滥

已与恐怖袭击、环境污染并列成为
人类社会的三大公害。毒品这一
白色幽灵，荡过乡村，掠过城市，
挥舞着罪恶的魔爪，导致一幕幕
人间悲剧发生。它的肆虐，影响
家庭及社会和谐稳定，扰乱社会
经济发展，危害人民群众安全，
特别是严重损害广大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为保证青少年
健康成长及广大家庭的安宁与
幸福，倡议各位居民在生活中要
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让毒
品远离我们的生活。
一、认清危害，做到“四牢

记”。1 .牢记什么是毒品。《中华
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毒品
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
(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摇头
丸、K粉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
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2 .牢记吸毒极易
成瘾，且很难戒断；3 .牢记毒品
伤己（毒品使人的感觉、思维、情
绪、行为发生改变，造成神经系
统、心肝肺等脏器失常；特别是
冰毒、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极
易上瘾致幻且造成器官急性中
毒而死亡）、害人、毁家、误国；4 .
牢记吸毒、贩毒、种毒、制毒都是
违法犯罪行为，难逃法律制裁。
二、拒绝毒品，做到“五坚

决”。1 .坚决不要相信“吸毒不会
上瘾”的谬论，更不要相信“我吸
了不会上瘾，我吸了能够戒掉”，
要记住“吸毒犹如打开地狱之
门”，任何人踏进去，都如同坠入
灾难的深渊；2 .坚决不尝一口。
千万不要相信“吸一口没事”，
“吸一次不会上瘾”的谎言，要记
住“吸了第一口，就没有最后一
口”；3 .坚决不要相信“吸毒能治
病、提神、减肥”，要时刻保持警
惕，以免沉陷泥潭，毁灭人生；4 .
坚决不要相信“吸毒是时髦，是
有钱人的标志”这样的错误观

念，在时尚潮流面前，要分清是
非对错，不可盲目追求时髦；5 .
坚决同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做斗
争。积极踊跃检举你们身边的吸
毒、贩毒、种毒、制毒违法犯罪行
为，从源头上禁绝毒品。
三、健康向上，正确面对困

难和挫折。空虚、无聊、寻求刺
激、追求时髦是一部分青年人走
上吸贩毒道路的原因。我们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
观，热爱生命、热爱学习、热爱工
作、热爱生活。在健康、充实的生活
中体味人生的乐趣，远离金钱至
上、享乐至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生及青少年遇到困难和挫折，要
主动找爱你的老师、爱你的父母，
去找你那些坚定正直的朋友，向他
们倾诉，寻求他们的帮助，千万不
可“借毒解痛，借毒消愁”。不论出
于什么动机，不论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坚定地把握住自已，将
“一辈子不沾毒品”作为一条做人
的底线牢牢守住，终身远离毒品。
四、谨慎交友，远离不健康娱

乐场所。青少年涉足的酒吧、歌厅、
网吧、游戏机房等娱乐场所，极易
成为吸贩毒分子引诱的目标。“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千古警世
名言，大多数吸毒人员都是在所谓
“朋友”的影响下坠入毒品深渊的，
因此，对不清楚的药品、饮料、香烟
等千万不要尝试。青少年特别是学
生务必严格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不吸烟、不喝酒，不去舞厅
酒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自觉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慎
重交友，时刻警惕，拒绝毒品。
让我们共同努力，筑牢毒品侵

害的“防护墙”，自觉远离毒品，阳
光生活，共同撑起一片纯净的蓝
天！电话：58568196
地址：沙子口街道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办公室位于沙子口街道办
事处综治中心一楼。

沙子口街道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办公室

2019年3月4日

□半岛记者 王永红 整理

又到了“80岁以上老年人体检补
助”发放的时候，崂山区近期将全方位
开展体检补助宣传工作，让广大居民了
解到该项体检优待政策。
免费体检对象:
具有崂山区户籍，2019年12月31日

前年满80周岁或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补助标准：

符合条件的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每人每年享受150元的体检补助。
申请登记：
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携带本人身

份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
报登记。委托代办的,还需提供委托证
明及代办人身份证明。
据了解，自2006年起，崂山区每年

为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人发
放150元体检补助。至今，“80岁以上老
年人体检补助”已连续发放13年。全区
今年将有8000余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享受到这项福利待遇。

□半岛记者 王永红 整理

近期，崂山法院依法对王某、兰某等
5名被告人涉嫌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
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某等5人被判处
四年六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

2017年4月注册成立青岛广发永信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安排被告人齐某负责
公司业务。后被告人齐某招募被告人兰
某、魏某等人进入公司。6月份，被告人
王某又注册成立青岛金领惠通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同年九十月份，被告人王
某、齐某、兰某等在没有贷款资质的情
况下采取抵押客户机动车备用钥匙的
方式，以金领惠通公司名义对外高利放

贷。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被告
人兰某、齐某组织被告人魏某东等人，
通过他人介绍在微信群中发布广告等
方式，以金领惠通公司名义招揽客户，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
“签订虚假借款协议”“肆意认定违约”
等手段，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强立债权、
强行索债，多次实施敲诈勒索、非法拘
禁犯罪，形成了以被告人王某为首要分
子，以被告人兰某、齐某为重要成员，以
被告人魏某东等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敲诈

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四年到一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八千元到三千元不等的
罚金；退缴的敲诈勒索违法所得68700
元，发还被害人。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小知识

致居民的一封信
[ 小喇叭 ]

家有80岁老人的注意啦

崂山法院对涉恶势力团伙公开宣判

□半岛记者 刘晓林 整理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正是
人们强身健体的好时机。在春季，如何正
确地运动健身？有哪些合适的运动呢？

快步走：可以锻炼身体保持体型。相
对于跑步、球类等激烈的运动，快步走不
会伤害膝盖也不会产生身体的碰撞，因
此更加适合女性和年龄较大的朋友。

登山：是一项极佳的有氧运动，山
中空气新鲜，有益于提高肺功能同时还
能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山间道路坎坷
不平，有益于改善人体的平衡功能，增
强四肢的协调能力。

放风筝：牵引线，来回奔跑，有张有
弛，手臂、腰部及腿部的肌肉可以得到
锻炼。

跳绳：是一人或众人在一根环摆的
绳中做各种跳跃动作的运动游戏。跳绳
可以燃烧大量的脂肪，提高心肺活力、
身体敏捷度以及协调能力。

万物复苏的季节，运动走起吧！

[ 扫黑除恶 ]

[ 科普园地 ]


	QL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