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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花开甬城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张长青） 最近，欧盟发布新决议，
修订现行的低电压指令协调标准，
新增了多项限制要求。新标准自发
布之日起立即生效。笔者昨日从宁
波检验检疫局获悉，欧盟此次修订
的标准涉及烤架、烤箱、面包烘烤
器及带有烘烤功能的微波炉等便携
式电器，将对宁波电器出口带来影
响。

“旧标准有漏洞，主要是温升
测量存在隐患。”宁波检验检疫局
有关人士告诉笔者，此次修订源于
德国、挪威等欧盟成员国对原标准
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原标准第
11 章的“发热”条款中对于产品
的非功能性接触表面温度限值的规
定存在不足，特别是允许制造商通
过加贴警告语或标签的形式在某些
部位将温度限值加倍。由于标准要
求不够明确，可能造成测试人员误
解，并在检测过程中忽略对某些部
件的温升测量。

新标准温升控制更严格。针对

原有标准的不足，此次新修订的标
准提出了多项限制：一是要求所有
表面测量到的温升不能超过规定的

限值；二是即使没有超过限值的两
倍，也不允许在相关表面加贴“高
温警告”标识；三是所有在通风孔

25 毫米内的相关表面必须进行温
升测量，且不能超过规定的限值。
新标准发布后，已经通过原标准的
旧产品及新认证产品均要按照新标
准重新进行测试和评估，否则将不
再被视为符合欧盟低电压指令的要
求。

电热器具的温升是电器质量安
全的重要指标，也是近年来欧盟通
报的重点。今年前 7个月，我国出
口电器因存在过热或火灾隐患而被
欧盟通报的事件超过 20 起。宁波
某企业出口欧盟的一款烤面包机，
由于正常使用时金属壳体存在温升
过高的问题而被通报，产品也被要
求下架。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
国出口各类电热家用器具金额达
80亿美元。宁波是我国重要的出口
家电基地，电热器具年出口额逾
1000 万美元。宁波检验检疫局提醒
相关出口企业，要切实做好质量控
制，根据新标准进行相应的检测，保
证出口欧盟产品符合准入要求。

欧盟修订低电压指令协调标准

我市电器出口将受影响

宁波制造的电热器具受到国际采购商的青睐。 （俞永均 摄）

本报记者 殷聪

据不完全统计，每天有上千辆
次的危化品运输车出入宁波。如何
降低危化品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昨
日，镇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据悉，危化品运输安全涉及安
监、运管、交警等部门。如何打通
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让数据有效
联动，是降低危化品运输安全风险
的关键。去年 8月，镇海正式上线
道路运输监管平台。该平台通过部
门联动，要求每辆进出镇海的危化

品运输车辆拥有自己的“户口本”
（企业、车辆、人员信息） 与“身
份证”（电子运单）。

“与其他监管平台不同，我们
平台要求企业自主填报相关信息，
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如发现企业
弄 虚 作 假 ， 将 受 到 相 关 部 门 严
惩。”浙江大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江告诉笔者，该平台
借助北斗导航系统，可实时掌握危
化品运输车辆的位置、速度、方向
信息。

通过该平台，只要危化品运输
车辆进入监管范围，监管部门就可
实时查看车辆的行驶轨迹，查看
人、货等信息。一旦车辆发生超

速、超载或偏离路线等情况，车辆
的信息便会自动推送到监管部门的
监控平台及执法人员的移动执法终
端。据初步统计，自该平台上线
后，镇海危化品运输车辆超载、超
速情况已从上线初期的日均 350辆
次下降至上个月的日均3辆次。

“基于对大量真实数据的分析，
平台生成的拥堵路段热力分析图及超
速车辆热力分析图还可查漏补缺，为
区域危化品运输规划调整提供参
考。”吴江告诉笔者，通过超速车辆
的热力分析图，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发
现，绕城高速以北的路段超速车辆较
多，绕城高速以南的路段超速车辆则
不多。

通过分析，该平台工作人员发
现绕城高速以南的路段安装了 4个
超速抓拍摄像头，而绕城高速以北
的路段却没有超速抓拍摄像头。

“得出结论后，我们迅速将该信息
反馈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近期
将在该路段加装超速抓拍摄像头，
严管危化品运输车辆超速行为。”
吴江告诉笔者，浙江大仓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还在 4辆危化品
运输车辆上安装了碰撞报警和侧翻
报警设备，一旦运输车辆发生碰
撞、侧翻等可能造成危化品泄漏的
事故，相关部门、企业就可以第一
时间获得车辆的详细信息，并及时
开展应急救援。

超载、超速从日均350辆次下降至日均3辆次

智能应用织就危化品运输安全网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鹭 通
讯员季宇） 日前，“九百岁”平台
携手甬城商户构建诚信联盟，向
广大消费者承诺“只卖有保险的
预付卡”，打造安全有序的预付卡
消费市场环境。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我
市海曙区就率先开展试点，推广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履约保证保
险，一旦商家倒闭，消费者即可
获得全额理赔。事实上，“跑路”
事件发生后，预付卡余额、数
量、人数等信息往往难以确定，
导致预付卡保险在理赔、定损上
遇到难题。

为解决这一“痛点”，康存网
络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搭建

“九百岁”第三方网络平台，与国

寿财险、长安保险、都邦保险合
作开发了“乐付保”信息管理系
统。消费者只需在该平台上购买
预付卡，便可获取保险保障，保
费全部由商家支付。如出现纠
纷，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平台上登
记的信息，将卡内余额全款赔偿
给消费者。

“借助第三方平台，预付卡保
险可以得到有效推广，同时加强
了监管，倒逼商家自觉诚信经
营、合法依规经营，营造公平、和
谐、安全的消费环境。”宁波保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九百岁”平台已覆盖
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的 3200余
家门店，涉及美容、美发、足浴、美
甲、健身等17个行业。

预付卡也有保险了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王亚娜） 宁波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1月至7月，我市进口水果
4774.8吨，同比增长50.9%；价值
6827.9万元，同比增加2.4倍。

民营企业进口 3493.7 吨，同
比增长 10.4%，占同期水果进口
总量的73.2%。自东盟进口2493.2
吨，同比增长 5.29%；自澳大利
亚进口 1094.3 吨，同比增加 233

倍；自美国进口486.4吨，同比增
加 26倍。三者合计占同期进口总
量的85.3%。

进口量排前三名的水果分别
为鲜干香蕉、鲜葡萄和椰子，分
别 进 口 1771.6 吨 、 842.2 吨 和
368.1吨。其中，鲜干香蕉进口量
同比下降 9.8%，鲜葡萄进口量同
比增加 45倍，椰子进口量同比增
加2.4倍。

1月至7月

我市水果进口同比增长50.9%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董
煌群）21日下午，宁波普瑞均胜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一批价值 38.2 万
元的集成电路，搭载 FX5018 飞机
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同一时
间，报关员汪群正在该公司电脑前
快速进行“异地申报”，不到 10 分
钟便收到了放行通知。

“异地申报”是全国海关通关
一体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自7月1

日通关一体化改革全面推开以
来，进出口企业可以在全国任意
一个海关完成申报、缴税等海关
手 续 。 据 宁 波 海 关 统 计 ， 7 月
份，宁波海关受理全国海关通关
一体化模式下进口报关单 2.3 万
票，货物进口平均通关时间21.15
小时，同比下降 38.92%，较 2016
年货物进口平均通关时间下降
39.54%。

宁波海关货物进口
通关时间同比下降近四成

王宾

8月25日是首个全国“残疾预
防日”。中国残联等多部门将今年
活动的主题定为“推进残疾预防，
建设健康中国”，彰显全社会对增
进残疾预防意识、加快残疾预防事
业发展、减少“生命缺憾”的迫切
需求。

当前，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
康为中心，健康中国版图上医学模
式正发生深刻变革。世界卫生组织
权威专家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可以
使至少50%的残疾得以控制或者延
迟发生。因此，摒弃先“致病”后“治
病”的老套路，把健康风险消灭在

“萌芽”，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扣好
健康的“纽扣”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
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每年新
增出生缺陷病例仍然较高。这无疑
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先天性残疾预
防，在生命伊始把“第一粒纽扣”

系好。医疗机构应在提高孕前健康
检查率基础上，加快建立新生儿及
儿童致残性疾病和出生缺陷筛查、
诊断、干预一体化工作机制。

着眼于加强创伤性残疾预防，
全社会需大力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并
加强职业病防治。相关部门尤其是
安全生产高危行业和领域，应克服
监管执法“宽松软”，努力降低创
伤性残疾和职业病致残发生率。

随着“银发”浪潮到来，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渐成致
残的“危险杀手”。对于退行性残
疾预防则要本着既病防变的原则，
着力防控、延缓老年病、慢病导致
患者失能、半失能。

点亮健康中国、减少生命缺
憾，既是国家工程，也是全民责
任。对个人而言，最好的预防莫过
于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膳
食、控烟限酒、积极健身，让幸福
多一点、疾病少一点。

（新华社郑州8月23日电）

预防为主减少“生命缺憾”

司马童

8 月 18 日，陈先生和朋友驾车
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玩，并打开
车窗投食，没想到不远处的一只黑
熊突然站起，使劲拍打车窗，试图钻
进车内。因为车辆自带的防夹手功
能，黑熊扒下车窗时，陈先生几乎整
个身体暴露在黑熊的视野内，左臂
顿时被黑熊死死咬住，鲜血直流。

又是无视园方警示，擅自开窗
逗乐——这一次，“战熊”游客实属
幸运，在被黑熊咬住左臂后能够使
劲挣脱，且猛踩汽车油门终于逃离
险境。不过，这种出于一时取乐而遭
遇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肯定会让
他和同车伙伴牢牢记住：人们任何
苦口婆心的教育，都不如这“熊的教
育”来得深刻。

没有规矩，岂止不成方圆，甚至
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常说“熊孩
子”，因为知道熊是要乱来的，但是

人可不能乱来。就以八达岭野生动
物园为例，在这个动物园的猛兽区，
游客可从车上近距离看老虎、狮子
等猛兽，常有一些抱着侥幸心理者，
要么偷偷开车窗，要么短暂下车逗
留，想拍个特别留影，以显示与众不
同的“到此一游”。去年 7 月 23 日发
生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袭人事
件，尽管当事人事后声称当时自以
为出了猛兽区，但一死一伤的惨痛
教训，足以警醒其他游客切莫将“野
兽凶猛”不当回事。

“虎袭”之后，为何又现“战熊”
游客？说起来，这惊险一幕其实早有
先兆。此前有网友连续曝出，在北京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看到游客违
规开窗、儿童探身出汽车天窗等事
件。上月园方向记者证实，网友说的
情况确有发生，已增派车辆和人手，
加大了安全防范和巡视力度。现在
看来，倘若仅仅靠园方的单向重视，
某些游客仍然置若罔闻违规取乐，

恐怕还会防不胜防。
野生动物园就该拉黑“战熊”游

客。既然确保游客安全是驾车进入
猛兽区近距离观赏猛兽的第一要
求，对于那些“风起于青萍之末”的
违规隐患，就绝不能眼睁眼闭，甚而
听之任之。媒体报道称，“战熊”游客
入园前，工作人员叮嘱过猛兽区禁
止开窗，但看到别人投喂没什么事，
他也把车窗打开了一条小缝往外扔
食物。所以，虽说熊咬手臂的险象
是发生在一位游客身上，但普遍不
守规矩的“中国式投喂”，显然提
供了不良的参照与怂恿。

在人身安全面前，严格的管理
举措是为了防患未然。那么，不管
是分设猛兽区和温顺动物区的八达
岭野生动物园，抑或是别的圈养着
猛兽的动物园，完全无妨采取“重
典施治”的办法，将那些存在危险
游览和观光行为的游客列入不受欢
迎的“黑名单”，并及时公布，拒

绝其在相当时期内再次入园。游客
在入园前，先看到谢绝入园的一长
串“黑名单”，可能比熟视无睹的

“警示通告”，更能令其真触动、长
记性。

吃点苦头，才懂规矩。拉黑
“战熊”游客，实为提升公众安
全。即便从经济角度考虑，严查严
究，将少数不守规矩的游客拒之门
外，也远比出现“血淋淋”事件后
的各项处置成本低。

文章来源：“明州府”微信公
众号

野生动物园就该拉黑“战熊”游客

据 8 月 23 日新华社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
查处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等犯罪，特别是对打着
创新旗号大搞“庞氏骗局”等金
融欺诈活动的，要依法严厉打
击。

传销案频发，坑人且破家。
暴富是诱饵，陷阱别去踏。

画皮把人诈，骗局当严查。
打击集合力，联手歼灭它。
郑晓华 文 翟桂溪 作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8 月 24 日 《新京报》
报道：日前，国务院公布《无
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办
法》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
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
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
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
动，不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

点评：城市管理，更应该是服务，不应该冷漠，而要有温度、
风度。对于小商小贩多些宽容，改变一味驱赶的思维，必须管的就
管，能宽容的就宽容，该扶持的就扶持，才是百姓生活之福、大众
创业之福。

@非礼勿视：指定地点和时间，需要更宽泛一些。
@伊布拉西：降低了创业门槛。

据8月24日《燕赵晚报》报道：山东沂水县实行的殡葬费用
全免政策，在网上引发热议：该县对具有沂水户口、在沂水去世的
居民，殡葬过程中涉及的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盒费和公益性
公墓墓穴使用费全部免除，逝者统一安葬在公益性墓地，相关费用
由县财政承担。

点评：这一政策减轻了群众负担，节约了土地资源，净化了社
会风气，保护了生态环境，必须点赞。政府财政承担殡葬费用，看
似亏了，实则设身处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赢得了民心，是一项多赢
的投入，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娃娃音：殡葬这块牵扯的利益太多了。
@莫西干发型师：困难再多，只要愿意，还是能解决的嘛。

据8月2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16名艾滋病考生，15名已
被大学录取！其中1人考上二本、1人考上三本。”山西临汾红丝带
学校的校长郭小平日前向媒体透露，这些孩子上大学后，不会公开
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有人担心，如果隐瞒艾滋病学生的身份，可能
带来较大的隐患。

点评：艾滋病学子希望旁人把他们当正常人对待，少受些歧
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别人希望知道他们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提
高自我防范意识，也并非毫无道理。这确实是个难题，需要学校和
医疗部门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回应双方的权利和诉求。

@MACHA：隐瞒身份，万一交往男女朋友，发生性关系怎么办？
@王十三：隐私权的保护应让位于生命健康权。

据8月24日《钱江晚报》报道：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布提
醒，近期发生数起中国游客在巴黎上空放飞无人机，而被法国警方拘
留并接受司法调查的事件。大使馆告诫前往法国的中国游客，法国巴
黎立法禁止无人机飞行，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出游。

点评：“客随主便”“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耳熟能详的古训
告诉我们，到了别人家，就应该遵守人家的规矩，尊重主人的习
俗，而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想干啥就干啥。这不仅是个文明素
养的问题，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深浅：被抓一点也不冤。
@爱你奇：可能不太了解当地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