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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四

家庭电器火灾防范家庭电器火灾防范（（四四））

火灾隐患火灾隐患：：
11.. 电视机工作时电视机工作时，，变压器变压器、、显像管显像管、、电电

子管子管、、晶体管等部件都会放出大量的热晶体管等部件都会放出大量的热，，如如

果电视机所在的环境通风不良果电视机所在的环境通风不良，，或者用户或者用户

收看电视节目时间过长收看电视节目时间过长、、室内温度较高室内温度较高、、散散

热不畅热不畅，，则可能引起火灾则可能引起火灾。。

22.. 看完电视后看完电视后，，如果没有拔下电视机如果没有拔下电视机

电源插头电源插头，，一部分一部分

电视机的变压器电视机的变压器

会发热会发热，，时间一时间一

长长，，温度升高温度升高，，也也

容易引起火灾容易引起火灾。。

如何如何防范防范：：
11.. 电电视机最好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视机最好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

置置，，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电视机的绝缘性电视机的绝缘性

能会变差能会变差，，导致各种元件温度过高导致各种元件温度过高，，发生短发生短

路路，，引起火灾事故引起火灾事故。。

22..雷雨天气雷雨天气，，尽量不要看电视尽量不要看电视。。

33.. 不仅仅是电视机不仅仅是电视机，，各类电器不用各类电器不用

时时，，一定要记得拔掉插头或切断电源一定要记得拔掉插头或切断电源。。一旦一旦

起火起火，，用厚棉被将电视机盖上用厚棉被将电视机盖上，，不要用化纤不要用化纤

衣物盖衣物盖，，以防引燃以防引燃。。灭火时灭火时，，要从侧面靠近要从侧面靠近

电视机电视机，，以防显像管爆炸伤人以防显像管爆炸伤人。。

44.. 使用灭火器灭火使用灭火器灭火，，不应直接射向电不应直接射向电

视屏幕视屏幕，，以免其受热后突然遇冷而爆炸以免其受热后突然遇冷而爆炸。。

火灾火灾隐隐患患：：

11.. 压压缩缩机的接线盒温度过高机的接线盒温度过高。。

22..电压瞬间过高电压瞬间过高。。

33.. 三点线短路三点线短路（（例如老鼠进入电冰箱内例如老鼠进入电冰箱内

部部，，咬断电线造成短路咬断电线造成短路，，或蟑螂在压缩机周或蟑螂在压缩机周

围聚集形成电线断路围聚集形成电线断路）。）。

44..温温控器失灵控器失灵。。

如何防范如何防范：：

11.. 家家中中的电路必须有漏电保护器的电路必须有漏电保护器，，在在

电器短路时电器短路时，，电路直接跳闸避免火灾电路直接跳闸避免火灾。。

22.. 电冰箱工作时电冰箱工作时，，不要连续地切断和接不要连续地切断和接

通电源通电源。。断电后断电后，，至少要至少要55分钟才可以重新启分钟才可以重新启

动动；；电冰箱电气控制装备失灵时电冰箱电气控制装备失灵时，，要立即停机要立即停机

检查修理检查修理。。要防止温控电气开关进水受潮要防止温控电气开关进水受潮。。

33.. 不可将汽油不可将汽油、、酒精酒精、、胶粘剂等易燃胶粘剂等易燃、、易易

爆物品放入电冰箱爆物品放入电冰箱，，罐装的啤酒及汽水等填罐装的啤酒及汽水等填

充二氧化碳的饮料也不宜放入电冰箱充二氧化碳的饮料也不宜放入电冰箱，，以免以免

引起爆炸引起爆炸。。

44.. 保证电冰箱周围干燥通风保证电冰箱周围干燥通风，，不不

要在电冰箱后面塞放可燃物要在电冰箱后面塞放可燃物；；电冰箱电冰箱

的电源线不要与压缩机的电源线不要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冷凝器接触。。

55.. 到期更换电冰箱到期更换电冰箱，，电冰箱的使用电冰箱的使用

年限一般为年限一般为1010

到到 1515 年年 。。

电视机 电冰箱

荐《特区文摘》畅游海南岛
尊敬的广大读者，转眼间又到一年金秋

时节，《特区文摘》也迎来了创刊23周年华
诞。回首往昔，是您们的关怀和厚爱，让《特
区文摘》由一份默默无名的小报，茁壮成长为
今天发行覆盖全国，在文摘类报刊中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纸媒。对广大读者长期的支持我
们深表感谢！

为了答谢广大读者的关爱，让更多的新
读者了解、阅读到《特区文摘》，为此，我们开
展这次读者荐报活动，请您将手中的《特区文
摘》给您的同事、朋友、亲戚、邻里之间相互传
阅，并请大家一同订阅2018年度《特区文摘》

（邮发代号83—30）。在您自己已订阅2018
年我报的基础上，连同在此次荐报活动中您
所推荐新增加的订户的订报收据（复印件有
效）一起寄给我报，所有参加此次荐报的读
者，将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励。

此次活动，对于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一
份以上者给予抽奖资格，其中，设一等奖三
名，奖金各1000元，设二等奖五名，奖金各
800元，设三等奖十名，奖金各500元。

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三份（含三份）以
上者，还有机会参与特等奖抽奖，此次活动
设特等奖三名，奖励“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
对于本次读者荐报活动中，荐报最多的

读者，我们将给予“双人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的特别奖励，并邀请到本报做
客。

另外，为了进一步答谢所有的新老读
者，我们将对2018年度《特区文摘》所有订
户给予幸运抽奖奖励。凡2018年度我报订
户，请将订报收据（复印件有效）寄至我报，
我们将随机抽取50名幸运读者，免费赠阅
《特区文摘》一年。

特区文摘报社

胡椒树风灾保险试点工作开展

首笔保单为22户椒农
提供210万元风险保障

本报文城 11月 12日电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莫昌和）人保财险
文昌支公司携手文昌市政府，日前
在文昌推出胡椒种植保险，首笔签
单在该市的重兴镇三角亭农场落
地，截至 10月底，已经签单承保的
胡椒数量为23370株，约194.75亩，
为 22 户椒农提供约 210 万元的风
险保障。

据了解，我省的胡椒种植面积
超过30万亩，文昌是我省胡椒的主
产区，种植面积 10万亩，占全省的
三分之一。海南的夏秋季是胡椒
种植生产的旺季，也是暴雨与台风
的高发季节，一旦台风灾害来临，
就会严重破坏生产，打击椒农的经
济利益。

为了兜住胡椒生产的风险底
线，在文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人
保财险积极开展胡椒树风灾保险试
点工作。通过两次专题会议的规划
与布局，文昌市政府办审议通过了
相关文件，明确对投保企业与农户
所交保费给予 80%的财政补贴；农
户与企业只需自缴 20%；对五保
户、低保户及贫困户的投保给予全
额补贴。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张博森 许秀楠）记者近日从海口市国税局获
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对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的相关规定，海口市国税局立足税收
职能，通过举办政策培训班、上门辅导、设置绿色
通道等多种方式，大力落实该项政策，助力农村金
融快速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经有不少农户享受到优
惠，仅海口市国税局辖区的中国农业银行网点享
受该项政策优惠减免增值税税款就有332.25万
元。通过农行发放的小额贷款帮助广大农户得
到了创业、就业、产业合作等增收机会，支持了农
村地区林果花卉、畜牧养殖等特色农业发展。

不仅银行享受到了减税优惠，信贷公司也收
到了这一政策“大红包”。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粗略计算，仅2017年上半年应予免
征的增值税就高达20多万元。但欣喜过后财务
人员就开始犯了难：“这么大一笔税收优惠该如何
申请，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在了解企业问题后，海口市国税局不仅在申
报大厅安排专职辅导人员现场接受咨询，并主动
上门辅导，对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填报进行
针对性的辅导。据悉，海口市国税局今后仍将积
极执行小额信贷的免税政策，通过辅导、培训等各
种方式帮助金融机构减免小额贷款的相关税收。

助力农村金融快速发展

海口国税力推
农户小额贷款免税政策

本报抱由11月12日电（记者袁
宇）“小山羊，你快些长，大家的好日
子可都依靠你嘞。”这两天，乐东黎族
自治县尖峰镇翁毛村贫困户麦笃强
闲下来就会到村里的黑山羊养殖基
地帮忙。看着基地里的羊一天天长
大，麦笃强觉得自家的脱贫愿望就快
实现了。

翁毛村是我省计划2018年脱贫

出列的83个贫困村之一，全村共有贫
困户120户539人。自去年省地税局
扶贫工作队驻村以来，翁毛村教育扶
贫稳步推进，就业扶贫也初显成效，
但村内一直没能建起支柱产业。

省地税局驻翁毛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王永平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此，作为翁
毛村定点帮扶单位——省地税局经
过反复调研，决定结合翁毛村现状及
村民意愿，建立黑山羊养殖基地，以
黑山羊养殖带动，一步步完成“造血”
式精准扶贫。

11月10日，由省地税局出资390
余万元，新建的翁毛村黑山羊养殖基
地正式投产，基地以“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的形式，将全村120户贫困户
539人全部纳入，贫困户不仅有分红，
还能就业领工资。

王永平表示，目前翁毛村黑山羊
养殖基地已引进基础种羊410头，其
中母羊400头、公羊10头，并完成了
50亩牧草的耕种。下一步将在做好
黑山羊养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产品
深加工，进一步扩大研究黑山羊养殖

规模，提高产业发展的附加值和效
益，“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这样即使
工作队离开了，全村也能依靠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据悉，今年4月，省地税局专门邀
请了黑山羊养殖专家对该项目进行
可行性调研，以确保黑山羊养殖项目
能帮助村民取得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效益。

乐东尖峰镇翁毛村以支柱产业精准扶贫

黑山羊项目带来产业希望

■ 本报记者 贾磊 苏庆明

“今天上班第一天，我们每人就
有300元收入，以后脱贫肯定没问
题。”11月9日，五指山市畅好乡什奋
村贫困户黄帆高兴地告诉记者，包括
他在内，什奋村8名贫困户在五指山
市国税局扶贫工作队帮扶之下，从当
天起都有了一份在市区建筑工地务
工的工作。

对五指山市国税局扶贫工作队
而言，这是份打开新局面的收获。什
奋村这8名贫困户原本只靠务农为
生，收入微薄；作为他们的帮扶责任
人，扶贫工作队虽然十分努力，但有
效的办法不多。扶贫工作队队长黄
世昌告诉记者，最近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后，他们想到了新的办法。

“十九大报告说，要动员全党全
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黄世昌说：“我们抓住了‘全社
会’这个词，想借助社会力量进行扶
贫，给他们多谋一份收入。”

“其实，贫困户一直都有去工地
打工的想法，但因为没技术，去了只
能打杂，工资很少。而且，打工一般
都要到市区去，吃住都成问题，所以

他们一般不愿意出来。”扶贫工作队
队员毛居胜说，这一次，他们有了周
密的计划。

11月初，黄世昌联系了五指山市
区一家建筑企业负责人，表示国税局
愿意为该企业支付一笔培训费，把贫
困户带到这里跟建筑工人学习技术，
然后在企业的工地务工。他了解到，
当一个“大工”，每个贫困户每天可以
赚200元至300元。企业负责人十
分愿意，表示这刚好能解决他们的用
工荒问题。

为了帮助这8名贫困户解决来
市区务工的后顾之忧，黄世昌与工作
队其他队员在单位宿舍区腾出几间
房子，让贫困户暂时先住，等到适应
务工生活后，再搬去和工人一起住。
在宿舍内，工作队还细心地准备了工
地上用的胶鞋、手套、砌墙工具等。

“我们所做的一切，解决了贫困户不
想出村不敢出村的思想难题。”黄世
昌告诉记者。

11月 9日下午，记者来到贫困
户务工的工地。他们学用合一，边
培训边上班。黄帆告诉记者，在老
师的教导下，他当天就学会了砌墙、
拉线等技术。临近下班，工地负责

人为这名新工友记下了当天的绩
效：300元的劳务费用。看到一天劳
动的收入就在眼前，黄帆很开心。

“以后我应该能学到更多技术，也可
以像村里装修能手一样出去干活赚
钱了。”他说。

“十九大报告对脱贫攻坚工作再
次强调要‘精准’。我们借助社会力
量，并为贫困户做了许多细致的工
作，使他们有了新收入，就是因为贯
彻了‘精准’精神。”黄世昌表示。

（本报五指山11月12日电）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曾中笑）第64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1月
13日20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
视播出。本期节目邀请到十九大代表、陵水黎族
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党总支部书记黄丽萍为大家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黄丽萍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少数民族党代表，
她将从“夯实党组织建设基础，推动全村工作稳步
发展”“推进精准扶贫，党建引领脱贫致富”“加大
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等三个方面为
大家讲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基层工作、扶贫工
作、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
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此外，节目还将继续公
布最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

第64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鼓励贫困户走出村学技术闯市场

什奋村8名贫困户有了新工作

脱贫攻坚进行时

经过培训，什奋村贫困户在五指山一建筑工地当起了建筑工人。
本报记者 贾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