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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公安部就加强电动车停
放、充电火灾防范工作发布通告，严禁在建
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
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通告发布后，不少人鼓掌叫好，称此举
能有效维护公共安全。但也有人未将这一
隐患放在心上，今年以来，西安市仍发生了
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

在全国第27个“119”消防日到来之际，
三秦都市报记者对部分事发地或曾曝光过的
地方进行了回访，发现这一禁令尴尬“遇冷”。

4死13伤仍未警醒
王家村任性充电现象随处可见

今年1月23日凌晨1点38分，西安市
雁塔区王家村一民房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
亡13人受伤的惨烈后果，消防部门确认着
火物质为电动车。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到王家村回
访，发现该村现在虽然设有“电动车集中
充电处”，但村里私拉电线、任性充电的情
况仍随处可见。一家小吃店老板给电动
车充电的插线板甚至就放在高温的炉灶
旁，电动车边上还紧挨着一个煤气罐。还
有一些小店里接出来的插线板上，同时给
两辆电动车充着电。纵横交错、似“蜘蛛
网”般悬在人们头顶上的电线，也同样让
人触目惊心。

而相比街道两边、民房门道里电动
车密集停放的“热闹”景象，该村一处设
在村口的“电动车集中充电处”，则显得
冷清很多。30个充电桩只停放了十多辆
车充电，其中一半还是带着外卖箱的“外
卖车”。

据该充电处的一位女性管理人员称，
这里从早到晚充电的人都不是很多。

“在这住的、做生意的基本上都在自己
家里或店里充电，专门跑这里来充多麻烦，
在这充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在附近送外
卖的。”一位前来取车的外卖小哥告诉记者，
在集中充电处充电两小时1元钱，价格不算
贵，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曝光之后又“死灰复燃”
海伦国际小区楼道成“停车棚”

今年4月，市民王女士向本报反映，自
家所住的海伦国际小区6号楼，一到晚上就
成了一个“超级充电桩”，各家各户都在楼道
里乱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当时，本报记者
曾就此事进行走访，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曝
光。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该小区 6号楼探
访，发现楼道内停放电动车、住户私拉电线
给车充电的情况依然存在。因为是白天，这
次楼道里停放的电动车数量，较记者4月25
日晚走访时看到的有所减少，但记者随机查
看了七八个楼层，就在3个楼层的楼梯间或
楼道里，看到多辆停放的电动车。其中停放
在21楼的电动车，连着一个从住户门里拉
出的插线板，正在充电。

住在该栋楼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
称，这一安全隐患自己也很忧心，但照目前的
现状看，应该是没办法尽快解决的。该业主
称，治标要治本，如果这些电动车始终没有
合理的“休息处”，那光靠媒体曝光、物业干
涉，取得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

为整治这一乱象
国家和地方出台相关措施

记者了解到，因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
2017年12月，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
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明确要求

“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

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
充电”。

对在家中充电的情况，《通告》也特别
提醒：“公民应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停放电
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确需停放和充电的，
应当落实隔离、监护等防范措施，防止发生
火灾。”

此外，为切实做好电动车火灾防范工
作，今年6月，西安市安委办还制定出台了
《全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将西安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分为安排部署、集中整治、总结提高
3个阶段，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
流通销售、维修改装、使用管理4个方面进
行整治。

《方案》指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
管理部门应按照相应监管责任，严厉打击
违法生产、改装电动自行车及配件行为。
建设、房管、城改等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规
范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规划管理。公
安、消防、安全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
责指导公安派出所，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安全出口或者违反电
气安全管理行为。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各居民小区和社会单位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集中修建电动自行车库
（棚），规范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装置。

也就是说，这一隐患的消除和解决，要
靠多部门协力来完成。

本报记者张晴悦

在2018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上，韩城禹水迁山出品的“韩麻麻”
花椒黑酸奶荣获大赛饮品类银奖。

“韩麻麻”花椒黑酸奶是韩麻
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的系列花
椒衍生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花椒黑酸奶是以牛奶为基料，加
入花椒的有效成分，通过科学的
技术合成，实现花椒和酸奶的有
机融合，使其既保留了酸奶原有
的口感与功效，且带有淡淡的花
椒芳香味，经过科学合成的花椒
酸奶，使人体能够更有效地吸收
牛奶和花椒的营养成分。

“韩麻麻”花椒黑酸奶一经推
出，就受到了当地以及来韩城旅
游 的 游 客 的 喜 爱 。如 今 ，“ 韩 麻
麻”花椒黑酸奶已经成为韩城旅

游市场著名的特色品牌之一。
据了解，“韩麻麻”品牌下有

三大花椒衍生系列：分别是食品
系列、日化系列和养生系列。食
品系列包括花椒酸奶、花椒夹心
QQ 糖、花椒茶\花椒姜枣茶、花椒
水、花椒芽菜、老树花椒。花椒夹
心 QQ 糖更是甜而不腻，花椒茶则
是根据男女的不同体质研制出相
配的产品。花椒衍生食品系列可
长期饮食，具有开胃健脾、散寒温
和等特效。

日 化 系 列 包 括 洗 发 水、沐 浴
露、护发素、牙膏、香皂、面霜（牙
刷\梳子 \浴帽）。洗护使用该系
列 产 品，具 有 坚 齿 固 发、去 屑 保
湿、清洁控油、滋养皮肤等神奇的
效果。

养生系列包括足浴宝、鞋垫、
精油、暖宫贴、养生裹袋（礼品）、
花椒布鞋、花椒拖鞋。使用此类
产品能够达到通血活络、舒筋去
痛、祛风除湿的功效，可作为全民
养生时代常备的健康佳品。

今后，“韩麻麻”坚持与时俱
进，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坚
持 科 学、专 业 生 产 方 式 ，遵 循 健
康、自然的生活理念。致力于打
造年轻化、简约、居家型的品牌特
色，传播健康自然、功效性突出的
产品核心价值，塑造具有浓郁家
乡味和家乡认同感的品牌风格，
努力实现花椒衍生品的全民化，
使“韩麻麻”与健康生活相融合，
让“韩麻麻”品牌深入人心，更具
生活化。

韩城“韩麻麻”小花椒里面做出了大文章
花椒，浑身都是宝，它不仅是一剂调味品，还具有神奇的药用性能。在“中国花椒之乡”——韩城市，就有一家企业，以深度开发和挖掘韩城名优特产品花椒为

己任，创立了以“韩麻麻”品牌为代表的花椒养生、花椒日化、花椒居家生活系列，为国内独有。拥有外观设计专利 120 项、产品发明专利 3 项。它就是陕西韩城禹
水迁山集团旗下的韩城韩麻麻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城中村小区仍有违规充电现象

119 警惕身边火灾隐患

煤气罐旁边充电看着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
式样和佩带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
条例》的配套行政法规，是消防救援衔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
佩带办法、缀钉、更换收回、制作管理等作了
规定。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总监、副总监、助
理总监衔标志由金黄色橄榄枝环绕金黄色
徽标组成，徽标由五角星、雄鹰翅膀、消防斧

和消防水带构成；指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
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高级消
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级消防员中的三级消
防士、四级消防士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
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交叉斧头、水枪、紧握
手腕和雄鹰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衔标志为
金黄色横杠。

《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志佩带在肩
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肩章、软肩章和套
式肩章，硬肩章、软肩章为剑形，套式肩章、
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火焰蓝
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常服、冬常服和常

服大衣时，佩带硬肩章；着夏常服、棉大衣和
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佩带软肩章，消防员佩带套式肩章；着作训
服时，佩带领章。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员晋升或者降
低消防救援衔时，由批准机关更换其消防救
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由批准机关
收回其消防救援衔标志。消防救援人员的
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
仿造、伪造、变造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标
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衔标志相类似的

标志。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新式消防制服总

体沿用传统制服样式。春秋常服、冬季常服
在袖口增加袖饰带。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制
服的底色。隶属于武警部队时期，消防员制
服和作训服与武警官兵大同小异，均以深绿
色打底。而此时，军绿色已经转变为“火焰
蓝”。官方解读中表示，这是突出消防救援
队伍的职业特性。蓝色不但象征着火焰同
时也代表着水流，正体现出消防员在水火之
间冲锋陷阵。

综合新华社等

新式消防制服救援衔标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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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公安部就加强电动车停
放、充电火灾防范工作发布通告，严禁在建
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
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通告发布后，不少人鼓掌叫好，称此举
能有效维护公共安全。但也有人未将这一
隐患放在心上，今年以来，西安市仍发生了
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

在全国第27个“119”消防日到来之际，
三秦都市报记者对部分事发地或曾曝光过的
地方进行了回访，发现这一禁令尴尬“遇冷”。

4死13伤仍未警醒
王家村任性充电现象随处可见

今年1月23日凌晨1点38分，西安市
雁塔区王家村一民房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
亡13人受伤的惨烈后果，消防部门确认着
火物质为电动车。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到王家村回
访，发现该村现在虽然设有“电动车集中
充电处”，但村里私拉电线、任性充电的情
况仍随处可见。一家小吃店老板给电动
车充电的插线板甚至就放在高温的炉灶
旁，电动车边上还紧挨着一个煤气罐。还
有一些小店里接出来的插线板上，同时给
两辆电动车充着电。纵横交错、似“蜘蛛
网”般悬在人们头顶上的电线，也同样让
人触目惊心。

而相比街道两边、民房门道里电动
车密集停放的“热闹”景象，该村一处设
在村口的“电动车集中充电处”，则显得
冷清很多。30个充电桩只停放了十多辆
车充电，其中一半还是带着外卖箱的“外
卖车”。

据该充电处的一位女性管理人员称，
这里从早到晚充电的人都不是很多。

“在这住的、做生意的基本上都在自己
家里或店里充电，专门跑这里来充多麻烦，
在这充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在附近送外
卖的。”一位前来取车的外卖小哥告诉记者，
在集中充电处充电两小时1元钱，价格不算
贵，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曝光之后又“死灰复燃”
海伦国际小区楼道成“停车棚”

今年4月，市民王女士向本报反映，自
家所住的海伦国际小区6号楼，一到晚上就
成了一个“超级充电桩”，各家各户都在楼道
里乱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当时，本报记者
曾就此事进行走访，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曝
光。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该小区 6号楼探
访，发现楼道内停放电动车、住户私拉电线
给车充电的情况依然存在。因为是白天，这
次楼道里停放的电动车数量，较记者4月25
日晚走访时看到的有所减少，但记者随机查
看了七八个楼层，就在3个楼层的楼梯间或
楼道里，看到多辆停放的电动车。其中停放
在21楼的电动车，连着一个从住户门里拉
出的插线板，正在充电。

住在该栋楼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
称，这一安全隐患自己也很忧心，但照目前的
现状看，应该是没办法尽快解决的。该业主
称，治标要治本，如果这些电动车始终没有
合理的“休息处”，那光靠媒体曝光、物业干
涉，取得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

为整治这一乱象
国家和地方出台相关措施

记者了解到，因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
2017年12月，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
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明确要求

“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

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
充电”。

对在家中充电的情况，《通告》也特别
提醒：“公民应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停放电
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确需停放和充电的，
应当落实隔离、监护等防范措施，防止发生
火灾。”

此外，为切实做好电动车火灾防范工
作，今年6月，西安市安委办还制定出台了
《全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将西安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分为安排部署、集中整治、总结提高
3个阶段，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
流通销售、维修改装、使用管理4个方面进
行整治。

《方案》指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
管理部门应按照相应监管责任，严厉打击
违法生产、改装电动自行车及配件行为。
建设、房管、城改等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规
范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规划管理。公
安、消防、安全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
责指导公安派出所，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安全出口或者违反电
气安全管理行为。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各居民小区和社会单位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集中修建电动自行车库
（棚），规范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装置。

也就是说，这一隐患的消除和解决，要
靠多部门协力来完成。

本报记者张晴悦

在2018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上，韩城禹水迁山出品的“韩麻麻”
花椒黑酸奶荣获大赛饮品类银奖。

“韩麻麻”花椒黑酸奶是韩麻
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的系列花
椒衍生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花椒黑酸奶是以牛奶为基料，加
入花椒的有效成分，通过科学的
技术合成，实现花椒和酸奶的有
机融合，使其既保留了酸奶原有
的口感与功效，且带有淡淡的花
椒芳香味，经过科学合成的花椒
酸奶，使人体能够更有效地吸收
牛奶和花椒的营养成分。

“韩麻麻”花椒黑酸奶一经推
出，就受到了当地以及来韩城旅
游 的 游 客 的 喜 爱 。如 今 ，“ 韩 麻
麻”花椒黑酸奶已经成为韩城旅

游市场著名的特色品牌之一。
据了解，“韩麻麻”品牌下有

三大花椒衍生系列：分别是食品
系列、日化系列和养生系列。食
品系列包括花椒酸奶、花椒夹心
QQ 糖、花椒茶\花椒姜枣茶、花椒
水、花椒芽菜、老树花椒。花椒夹
心 QQ 糖更是甜而不腻，花椒茶则
是根据男女的不同体质研制出相
配的产品。花椒衍生食品系列可
长期饮食，具有开胃健脾、散寒温
和等特效。

日 化 系 列 包 括 洗 发 水、沐 浴
露、护发素、牙膏、香皂、面霜（牙
刷\梳子 \浴帽）。洗护使用该系
列 产 品，具 有 坚 齿 固 发、去 屑 保
湿、清洁控油、滋养皮肤等神奇的
效果。

养生系列包括足浴宝、鞋垫、
精油、暖宫贴、养生裹袋（礼品）、
花椒布鞋、花椒拖鞋。使用此类
产品能够达到通血活络、舒筋去
痛、祛风除湿的功效，可作为全民
养生时代常备的健康佳品。

今后，“韩麻麻”坚持与时俱
进，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坚
持 科 学、专 业 生 产 方 式 ，遵 循 健
康、自然的生活理念。致力于打
造年轻化、简约、居家型的品牌特
色，传播健康自然、功效性突出的
产品核心价值，塑造具有浓郁家
乡味和家乡认同感的品牌风格，
努力实现花椒衍生品的全民化，
使“韩麻麻”与健康生活相融合，
让“韩麻麻”品牌深入人心，更具
生活化。

韩城“韩麻麻”小花椒里面做出了大文章
花椒，浑身都是宝，它不仅是一剂调味品，还具有神奇的药用性能。在“中国花椒之乡”——韩城市，就有一家企业，以深度开发和挖掘韩城名优特产品花椒为

己任，创立了以“韩麻麻”品牌为代表的花椒养生、花椒日化、花椒居家生活系列，为国内独有。拥有外观设计专利 120 项、产品发明专利 3 项。它就是陕西韩城禹
水迁山集团旗下的韩城韩麻麻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城中村小区仍有违规充电现象

119 警惕身边火灾隐患

煤气罐旁边充电看着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
式样和佩带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
条例》的配套行政法规，是消防救援衔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
佩带办法、缀钉、更换收回、制作管理等作了
规定。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总监、副总监、助
理总监衔标志由金黄色橄榄枝环绕金黄色
徽标组成，徽标由五角星、雄鹰翅膀、消防斧

和消防水带构成；指挥长、指挥员衔标志由
金黄色横杠和金黄色六角星花组成；高级消
防员、中级消防员和初级消防员中的三级消
防士、四级消防士衔标志由金黄色横杠和金
黄色徽标组成，徽标由交叉斧头、水枪、紧握
手腕和雄鹰翅膀构成，预备消防士衔标志为
金黄色横杠。

《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志佩带在肩
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肩章、软肩章和套
式肩章，硬肩章、软肩章为剑形，套式肩章、
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火焰蓝
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常服、冬常服和常

服大衣时，佩带硬肩章；着夏常服、棉大衣和
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佩带软肩章，消防员佩带套式肩章；着作训
服时，佩带领章。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员晋升或者降
低消防救援衔时，由批准机关更换其消防救
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由批准机关
收回其消防救援衔标志。消防救援人员的
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
仿造、伪造、变造和买卖、使用消防救援衔标
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救援衔标志相类似的

标志。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新式消防制服总

体沿用传统制服样式。春秋常服、冬季常服
在袖口增加袖饰带。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制
服的底色。隶属于武警部队时期，消防员制
服和作训服与武警官兵大同小异，均以深绿
色打底。而此时，军绿色已经转变为“火焰
蓝”。官方解读中表示，这是突出消防救援
队伍的职业特性。蓝色不但象征着火焰同
时也代表着水流，正体现出消防员在水火之
间冲锋陷阵。

综合新华社等

新式消防制服救援衔标志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