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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单元楼前繁茂的树枝不仅遮光还压

在电线上， 给居民带来了烦恼， 好在园林工

人出手帮忙解除了安全隐患处理。

近日， 兰溪市园林局有关负责人带着园

林工人， 到兰荫社区兰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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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楼之间的现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细心整

枝， 终于将压着高空电线的数根树枝截断 ，

解除了居民心中久存的担忧。

接着， 工人们还应五户老年居民的要求，

帮助修剪常年遮挡阳光的一些大树枝， 为老

人们解除多年来房中无阳光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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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绿草茵茵， 踏之可惜。

破坏草坪， 实不应该。” 近日， 本报

连续报道了兰溪市区一些私家车违

法停车、 碾压草坪破坏绿化之乱象。

昨天， 记者从兰溪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云山中队获悉， 该中队已对两起

违停破坏草坪的行为作出罚款处

理。

11 月中旬， 在兰溪老城铁西路

西侧小公园， 一辆车牌为浙 GBU587

的白色货车从铁西路北侧驶来， 跨

过人行道一头扎进小公园， 停靠在

草坪上。 执法队员立刻快步上前，

告知司机莫要在该区域停车， 马上

驶离草坪及人行道。 随后， 执法人

员将该车驾驶员带回中队， 接受调

查处理。

“该车前轮压在绿化带内， 导

致绿化有倒伏情况出现， 被损坏的

绿化区域长 2 米， 宽 0.5 米， 面积一

平方米。” 该中队执法队员徐昊告诉

记者， 对该起违法停车破坏草坪行

为， 经立案调查后中队已对其作出

罚款 150元的行政处罚。

11 月 27 日， 该中队执法队员在

巡查时又发现一起违法停车破坏草

坪行为。 当天， 在老城工人立交桥

附近， 一车红色小轿车驶入西南侧

小公园里， 四个轮子全部压在草坪

之上。 执法队员联系到了当事人，

对其破坏草坪的车辆进行证据先行

登记保存， 并要求当事人依法接受

调查处理。 鉴于其破坏草坪面积较

大， 目前， 该中队已对其处以 300元

的罚款。

据了解， 城市草坪不仅能调节

大气的湿度和温度、 降低噪声污染，

而且能吸尘杀菌， 对于二氧化碳和

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气体具有吸收

作用， 可以起到净化空气、 保水抗

旱、 调节气温、 美化环境等功效。

违法停车破坏草坪的行为， 既对草

坪本身产生了物理伤害， 又抑制了

其功能的发挥。

“破坏草坪， 是一种破坏市容

环境的不文明行为， 更是一种违法

行为。” 徐昊介绍， 根据 《浙江省城

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

禁止破坏草坪、 绿篱、 花卉、 树木、

植被等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

行为。 若违反规定， 由相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恢复原状； 造成损失

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并可处 1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勿以恶小而为之！” 该局也发

出倡议， 市民要自觉增强公民意识、

公德意识和环保意识， 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 自

觉爱护草坪， 共同爱护绿化环境和

公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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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我最近装修新房， 觉得

敞开式厨房非常美观， 但听说这样就

不能使用天然气， 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 昨天， 市民金先生带着困惑向

本报小叶工作室咨询此事。

事实如何？ 据兰溪新奥燃气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 敞开式厨房确实不能

安装开通天然气。 厨房安装燃气， 参

照的是一系列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 而现行标准下， 相对独立

和保证通风是厨房安装燃气的两个先

决条件。 “这个 ‘门槛’ 其实是保障

居民生命安全的安全防线。” 兰溪新

奥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很多敞开

式厨房不能装燃气的原因， 均在于不

符合 “相对独立” 和 “保证通风” 这

两个条件。

根据国家强制标准 《城镇燃气技

术规范》 的相关规定： 居民住宅用燃

气具不应设置在卧室， 燃气具应安装

在自然通风良好， 有给排气条件的厨

房或非居住房间内。

同时，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一

般情况下， 每燃烧一立方米燃气， 理

论上需要 10 立方米的空气。 敞开式

厨房与起居室 （厅） 合在一起， 存在

通风隐患。 当居住者打开空调， 门窗

一般会封闭， 此时使用燃具， 就不符

合通风的条件。 燃气在燃烧时需要消

耗大量氧气， 加上不完全燃烧产生的

有害气体， 对室内的人来说， 就形成

了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 无法敷设燃气管道也

是敞开式厨房不能安装燃气的原因之

一。 有的业主为了追求美观， 将厨房

设计成中央吧台式的。 该负责人说，

这种设计会让燃具远离燃气的引入

口， 需要接很长的管道。 依照标准规

范， 连接到燃具的燃气管道必须走明

管， 且不能直接穿越起居室。 燃气管

道安装受到限制， 业主私自改变燃气

安装的位置， 本身就是标准所不允许

的。

有网友提到， 国外很多家庭是敞

开式厨房， 为何别人没有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 实际上国外很多敞开式

厨房使用的是电磁炉， 并非燃气。

该负责人提醒广大居民和房屋装

修公司， 在装修时， 严格按照国家规

范的要求， 正确进行装修设计和施

工， 避免因开放式厨房装修好之后不

予开通供气的情况发生。 同时， 燃气

公司会进一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 对

发现的户内安全隐患， 发放隐患整改

通知书， 督促客户进行整改。 如果市

民在装修房子时遇到此类问题， 也可

拨打新奥燃气服务热线 95158咨询。

绿草茵茵 踏之可惜

兰溪查处两起违法停车破坏草坪行为

记者 姜一峰

注意！ 敞开式厨房不适宜开通天然气

燃气公司提醒装修时厨房最好装上门

记者 叶旭萍

电线纠缠树枝

园林清除隐患

奖扶金什么时候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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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民杨先生来电咨询：

他是农村居民， 只生育了一个

女儿， 符合农村部分家庭独生

子女奖扶金享受政策， 不知今

年的资金何时发放？

兰溪市卫计局工作人员答

复 ： 今年的农村部分家庭独生

子女奖扶金近期已经发放 ， 相

关人员请注意查收。

病情加重能否重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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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民孙女士来电咨询：

她的父亲今年 76 岁， 因病导致

双腿走路不便， 前几年办理了 4

级残疾证， 现在情况更加严重。

不知是否可以重新申请残疾鉴

定？

兰溪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

人员答复 ： 如果病情加重 ， 可

以重新鉴定级别 。 根据评残要

求规定 ， 视力 、 听力 、 言语 、

肢体为每月

15

日、

30

日上午去

兰溪市人民医院做残疾鉴定 。

需要提交重评申请表格 （加盖

村委会 、 社区及乡镇 、 街道公

章）、 二寸照片

4

张、 身份证等

材料。

公务人员如何办理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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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民祝女士来电咨询：

她想了解一下， 国家公务人员

办理护照的程序如何？ 需要提

供哪些证明？

兰溪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

局出入境窗口工作人员答复 ：

国家公务人员办理护照需填写

《关于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

函》， 再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加

盖单位公章 ， 之后本人携带申

办函 、 身份证前往公安局出入

境窗口办理 。 申办函可网上下

载也可前往窗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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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民施先生来电咨询：

他的亲戚今年 30 多岁， 参加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 最近跟邻居因

口角打了一架， 导致头部和手臂

受伤。 想了解一下， 像这种情

况， 能否报销医药费？

兰溪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答

复

：

根据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

规定， 打架斗殴、 吸毒、 自杀、

酗酒、 性病、 故意自伤自残等行

为， 不属于报销范围之内。

记者 叶旭萍

打架能否报销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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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民王先生来电咨询：

他想了解一下， 职业资格证书具

体有哪些用途？

兰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工作人员答复： 职业资格证书

是国家对劳动者专业

(

工种

)

学

识、 技术和能力的认可， 是劳动

者求职、 任职或独立开业以及用

人单位招聘录用的主要依据。 职

业资格一般要通过职业技能鉴

定、 学历考试、 资格认定等方式

进行， 由主管部门对鉴定合格者

颁发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资格证有哪些用途

兰溪市人防办

———防灾减灾知识专栏

防空， 是指对来自航空空间或外

层空间的敌方飞行器进行斗争的措施

和行动。是国家根据国防需要，贯彻积

极打击和严密防护的原则， 抵御敌空

袭，保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保存战争潜力的行动。

防空一般分为国土防空、 野战防

空、要地防空和人民防空。

国土防空， 为保卫国家领土不受

空袭而统一组织的全国性的防空。 主

要任务是： 平时保卫国家领空不受侵

犯，战时抗击和反击敌之战略空袭

,

掩

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

,

保卫国家领土

和重要目标的安全。 国土防空对于稳

定战局、 保存战争潜力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野战防空，也称军队防空，是军队

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有组织的防空斗

争。包含反轰炸、反航空侦察、反空降、

反空中袭扰和争夺制空权等作战行

动。 野战防空的基本原则是积极打击

和严密防护相结合。具体做法是：集中

主要兵力，保卫重点目标；组织周密的

对空侦察，对敌空袭主要方向，尽力延

伸兵力，扩大防空范围，争取及早发现

和击毁敌空中目标； 对合成军队的主

要部署实施不间断的掩护， 关键时应

全力以赴；适时机动防空兵力和火力，

出其不意地打击空袭之敌； 密切协同

各防空作战行动； 采取严密的防护措

施，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

要地防空， 要地防空是指保卫国

家重要目标安全的防空。 包括政治经

济中心、首脑机关、军事要地、重要工

程、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的防空等。

人民防空， 是指动员和组织人民

群众防备敌方空中袭击， 消除空袭后

果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简称人防，国

外通常称民防。

“野战防空”、“国土防空”、“要地防空”、 “人民防空”傻傻分不清？

几个最容易混淆的“防空”相关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