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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市市区区四四天天五五辆辆车车自自燃燃
天变热进入自燃高发季，车主需防范导致自燃的三大内因

本报烟台5月5日讯（记者
闫丽君）“五一”过了，“六

一”还远吗？你想好带孩子去哪
里玩了吗？如果你还没想好，就
考虑一下本报组织的天海邮轮
日韩豪华游，带孩子到公海上来
一场海上“飞翔”的刺激体验吧！

5月29日，由本报组织的亲
子邮轮将要启航了，大手牵小
手，登上天海邮轮，一个好吃、
好玩、轻松的行程，可圆孩子一
个蓝色的大海梦。

在我们这条邮轮上，给您
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 甲板
高空蹦床。我们的工作人员为
孩子穿上安全服之后，便可以
体验在海上飞翔的瞬间，孩子
完全可以直冲高空俯视整个海
平面，在空中享受无尘埃的富

氧空气，真正当一回空中飞人。
据悉，这是邮轮上最具挑战性
的甲板项目。

不仅如此，在邮轮上还有
很多适合孩子的活动和游戏，
并有专门供孩子活动的区域，清
晨，您可以陪孩子在甲板上跑跑
步，到球场打打球，早饭后让孩
子坐在图书馆看会儿书，下午，
陪孩子到海上剧院，参与到每日
上演的海上嘉年华，聆听一段海
上音乐会；而到了晚上，陪孩子
躺在甲板上，在夜幕中，悠然自
得地欣赏影片直到夜间……

我们知道，邮轮度假始于
欧洲贵族，是种优雅、闲适、自
由的旅行，是最适合亲子互动
的出游方式。而对父母来说，送
孩子什么礼物，都不如送他一

个开阔眼界的机会，而最佳的
方式就是挑选适合孩子的行
程，陪孩子一起出去走走。

此次我们的天海邮轮线路
有两条，分别是5月29日—6月3
日：青岛—长崎—福冈—青岛

5晚6天；6月3日—6月8日：青
岛—济州—釜山—鹿儿岛—青
岛 5晚6天。

由于邮轮5月29日将从山
东启航，我们的报名工作也即
将进入尾声，有护照的市民最
后报名时间截止到5月15日，想
给孩子一个难忘儿童节礼物的
家长抓紧最后的机会啦！咨询
电 话 ：1 3 8 5 3 5 5 5 6 1 0 ；
1 3 8 5 3 5 5 5 5 3 2 ；Q Q 群 ：
429594238。搜狐焦点济南站的
网友可登录论坛咨询报名。

今天立夏，全省大部将迎来雷阵雨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记者 任磊
磊） 5月6日3 : 5 2 : 3 5，是今年立夏的
时间。在天文学上，立夏表示即将告
别春天，是夏日天的开始。但在气象
学来看，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22℃以
上才算真正进入夏季，五月按气象学
季节分布来说仍属于春季。根据省气
象局预报，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地区有
雷阵雨。

古人云：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

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夏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时间点在公
历5月5日-6日之间，太阳到达黄经45度
时。古人对立夏的记载是，立夏之后温
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
作物进入旺季生长。

古人说的没错，立夏之后雷雨增
多。这不，据省气象台预报，5日夜间到
7日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
雨，其中鲁西北、鲁中的西部和鲁西

南地区有小到中雷雨局部大雨，局部
地区可能有冰雹，我省其他地区有小
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雨
量分布不均，全省平均降水量5～10

毫米，济南、德州、聊城、滨州、东营、
泰安、淄博、菏泽和济宁9市5～15毫
米，局部地区30毫米左右，其他地区3

～5毫米。
详细天气预报：6日白天，鲁西北、

鲁中西部和鲁西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

有小到中雷雨局部大雨，局部地区有
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气
温：鲁西北、鲁西南、鲁中西部和沿海
地区20℃左右，其他地区25℃左右。

6日夜间到7日白天，全省天气多
云间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一般
23℃左右。

7日夜间到8日白天，全省天气多
云。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5℃左右，沿
海地区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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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聚会照片”

是诈骗短信
据新华社昆明５月５日电

（记者 王研） 记者从警方获
悉，最近，云南省昆明市、曲靖
市等多地出现了“点击聚会照
片”的诈骗短信，记者身边就有
多人点击后“中招”。昆明市公
安局提醒：点击该短信的链接
后可能导致手机网银等资料被
调取，并自动运行短信群发功
能，向通讯录内所有人发送该
条病毒短信。

来自昆明市公安局网安部
门的信息表明，随着手机逐渐
演变为“随身电脑”，一直以来
似乎只在普通电脑间频发的

“病毒传播”类网络安全案（事）
件也正逐步向移动互联网、向
手机端转移和蔓延。近期，昆明
市公安机关就多次接报有不法
人员通过传播手机病毒进行网
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新迹
象、新情况。

如最近较为常见的“点击
聚会照片”病毒短信。其内容一
般为“最近在干吗呢？我整理了
一些聚会照片，有空记得看看
哦 ，相 片 地 址 ：ｃ ｎ ／
ＲＡｎｎＹＶｖ。”经公安机关核
实，确认该网址为手机病毒软
件安装链接，一旦点击，即相当
于安装了一个病毒（木马程序），
它在非法调取、发送手机内存储
的相关资料的同时，还自动运行
手机“短信群发”功能，向手机通
讯录内的联系人再次转发该条
病毒短信，更具欺骗性、发散性，
扩散人群不断“开枝散叶”，受侵
扰人群呈几何级“裂变”。

目前，警方仅发现其能在
安卓系统类手机间进行传播和
复制，还有“我是你老公女朋
友，这里有我和他的相片，地
址……”等“变脸”方式。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实习生 戴杰 王苏巍

提醒 老车自燃概率高，新车并非绝对安全

消防部门曾对机动车自燃
事件进行过分析：其中小轿车
火灾居多，占40%以上；汽车行
驶状态下发生火灾居多，占
70%左右；火灾原因则以电线
短路居多，在60%以上。而6年
以上的老车又占到大部分。

但并非新车就不会发生自
燃，济南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员孙先生介绍，有的车主对于
新车喜欢改装音响、空调、可视
导航、行车记录仪、配备防盗器
等，这也导致新车自燃的比重
在逐渐增加。

遭遇车辆自燃，有没有方
法能减少损失？孙先生表示，车
主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自燃
险。“自燃险即车辆自燃损失保
险，是车损险的一个附加险，只
有在投保了车损险之后才可以
投保自燃险。”在保险期间内，
因本身电器、线路、供油系统发
生故障引起火灾的，保险公司
可进行赔付。据了解，单车自燃
险的保费金额在六七百元左
右，一般来说，老车的自燃概率
更高，所以老车的自燃险费用
比新车的高。

事例 五起自燃事故，涉及不同车辆

5日9：15，在历山路与经十
路路口处，一辆黑色SUV越野
车突然冒起了烟雾，驾驶人当
即下车报警，交警和消防人员
及时出警，排除险情后并将车
转移至辅道上。

济南市交警支队历下大队
交通科副科长李晓斌介绍，这
已是进入5月以来，济南市区连
续四天发生的第五起自燃事
故。2日凌晨，天桥区新城小区

西苑A5号楼下一辆电动车自
燃并引燃自行车、摩托车、小汽
车等大小车辆9辆；3日下午，经
十路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对
面，一辆捷达轿车自燃烧成骨
架；4日上午早高峰期间，二环
东高架南向北方向铁路桥北，
一辆小面包车自燃被烧成空
壳；4日晚11点左右，市中区岔
路街路口，一辆私家车起火自
燃。

带带孩孩子子乘乘邮邮轮轮大大海海上上“飞飞翔翔”吧吧
儿童节送孩子啥礼物，咱们的豪华邮轮游很适合哟

董兵介绍，涉及车辆自燃
事故往往存在燃烧速度快，5—
10分钟就可以演变成难以控制
的大火，消防人员赶到后往往
车辆残余的保护价值已经不
高。

汽车自燃前往往存在一些
前兆，比如说仪表不亮，水温过
高、开车时发现车身有异味，冒
出烟雾等。“遇到这些情况要马
上找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董
兵称，驾乘人员应保持头脑清
醒，马上拉手刹、关闭电源，迅

速离开汽车，取出灭火器给油
箱和燃烧部位降温灭火，避免
爆炸，同时报警。

“市民不要围观，车主在发
现自燃后也不要贪图抢救车内
财物。”董兵称，车辆自燃后往
往还存在爆炸危险，其危险系
数和车辆油箱存油量密切相
关，消防部门在介入救援时碰
到车辆即将爆炸的情形极为常
见。发现异常后如果车主自发
的救火行为失败，应立即报警
求助并疏散至安全区域。

当心

应急 自燃速度快，及时发现前兆很关键

原因 除天热外，保养不好等是主因

距离真正夏天到来还有
一段时间，近期室外温度也不
算太高，为何仍有车辆频繁自
燃？

“夏天易发生车辆自燃事
故，但天气炎热、高温只是车辆
自燃的外部因素。”历下消防大
队参谋董兵介绍，车辆自燃事
故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

一是车主对车辆的维护保
养意识不足，车辆存在电线短

路故障，在驾驶室内温度比较
高的情况下，漏电时就极易引
发自燃。二是车辆油路等机械
类故障，当泄漏的油气在发动
机的运转中遭遇摩擦产生火花
时，也会引发自燃。三是驾驶员
的不良习惯，比如将一次性打
火机、发胶、空气清新剂和香水
等易燃易爆物品遗留在车内，
当车内温度比较高时也会引发
火情。

进入5月份，随着气温升高，汽车自燃开始逐步
进入高发季。最近四天，济南竟连续发生了5起车辆
自燃事故。对此，济南交警、消防部门表示，天热高
温只是车自燃的外部因素，并非爱车自燃主要原
因，广大车主应更多地从内部原因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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