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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泰7月28日讯 (实
习记者 巩克通 ) 1 8日下
午，一场由齐鲁晚报新泰工作
站发起，针对假期内老师们的
专场活动，在特变·森林花园
举行。

18日下午，不少市民聚集
在新泰市特变·森林花园的售
楼中心，也有市民在门口排队
等待进入。在特变·森林花园的
售楼中心内记者看到，有早来
的市民和孩子在向布制雨伞上
画着图案。“上周就听说这里有
活动，今天过来一看，还真挺好
呢。”市民刘女士说。“妈妈快点
过来，我要再领一把伞，给姐姐
画一个光头强的图案。”高慧芳

拿着刚刚画好的伞向家
长说。市民田娜是新泰
某学校的老师，业余时
间喜欢画画。“我一般没
事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一看这里有画笔和颜料
就忍不住了，可结果在
场的小朋友都过来找我
画。”田娜说着接过身旁
小朋友递过来的雨伞继
续画了起来。在她的笔
下，所有的卡通人物都
像活了起来，栩栩如生，
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齐
鲁晚报新泰工作站发起，特变·
森林花园组织承办的。针对新

泰地区假期内老师们的专场活
动，据粗略统计，现场到场有近
100组家庭，150多人次参与活
动，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本报讯 近日，新泰市中
医院在一号会议室举办“远程
心电监测会诊中心培训班”，各
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
共76名基层医疗人员接受了心
电方面的系统培训。

新泰市中医院副院长林永
年在开班致辞中说，医院投资
300万元建立的“新泰市中医院
远程心电会诊中心”，以惠民强
基为目的，现已成为医院和各乡
镇卫生院 、村(社区)卫生室互
联互通的纽带，目前在各乡镇卫
生院和村(社区)卫生室设立的

100余个远程心电监测分站顺利
运行，效果明显。市中医院将为
各分站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
助，为各分站服务好，及时阅图、
分析、诊断，发送报告，指导诊
疗，逐步形成相互依托，共同发
展的局面。对检查中发现的急
性、重型心脏病患者，即时开通
绿色生命通道，派出“120”急救
车接至医院进行抢救，为病人赢
得90分钟内梗塞血管再通的黄
金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

随后该院心内科主任李
鹏、副主任张淑刚分别做了关

于心电图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断和治疗讲座；播放了心电监
测操作演示视频，并由学员现
场演练心电图监测操作规程。

学员普遍认为，通过这次
培训，更加了解了心电图的知
识，熟悉了心电监测的具体操
作规程，心电图的诊疗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高。西张庄镇东张
庄卫生室的徐仓也表示，成为
新泰市中医院远程心电监测分
站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
断提高的同时也减少了医疗纠
纷的发生。 (展光保)

本报新泰7月28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杨振) 近日，经过一
年精心筹备后，新泰市质
监局计量所开始向全社
会提供安全阀校验服务，
一举解决了此前当地企
业只能往外地送检安全
阀带来的诸多难题，同时
也结束了新泰境内安全
阀校验“无机构、无资质、
无能力”的历史。

近日，在新泰市计
量所安全阀校验室，不
少企业工作人员带着安
全阀前来校验。德普化
工公司设备管理负责人
介绍，安全阀虽小，作用
却很大，它是设备、人员
安全“保命阀”，生产能否
正常进行、产品质量怎
么样都与之有很大关
系，企业非常重视。“以前
我们都需要到泰安、济
南进行校验，现在好了，
终于能在新泰当地检验
安全阀了，方便快捷，解
决了我们企业多年来的
大难题。”该负责人说。

新泰市质监局工作
人员介绍，安全阀做为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
道等特种设备的安全附
件，作为安全防护类设
备组件，被列入国家强
制性检测目录名单，每
年至少校验一次。长期
以来，新泰境内没有一
家检测机构(单位)具备
安全阀校验资质和能
力，企业只能送到外地
进行安全检测。根据新

泰市质监局调查，新泰
境内各类安全阀保有量
在万件以上，且呈逐年
激增趋势，在市计量所
安全阀校验室建立之
前，境内企业到泰安、济
南进行校验，路程远，花
费高，大规格安全阀还
需租用车辆运输，校验
时限一般在一周以上，
对正常生产影响大，不
少企业因此冒着安全风
险隐患少检、不检或超
期检验，其实企业也非
常担心因此酿成事故。

去年以来，新泰市质
监局筹措资金在市计量
测试所建立安全阀校验
室，投资40余万元，购置
了校验台、研磨机、起重
机等设备，一次性通过了
上级有关部门的能力考
核，取得了业务开展通行
证，并于今年6月底正式
向社会提供校验服务。
目 前 ，该 室 能 够 校 验
10Mpa以下(氧气用除外)
的安全阀，年校验能力
3500件以上，基本能够满
足境内安全阀检验需
求，校验时限1-2天，有的
当天就能完成并出具检
验报告，与外地送检相
比，企业每年可节省费
用100余万元，因缩短校
验时限减少了对正常生
产的影响，带来的间接效
益更大，另外，当地校验
还能促进安全阀强检率
的提高，提高企业特种设
备安全保障水平，防范和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联合特变·森林花园开展暑期回馈教师活动

百百组组家家庭庭收收到到免免费费布布制制雨雨伞伞

新泰市中医院

举举办办远远程程心心电电监监测测会会诊诊中中心心培培训训班班

新泰建立安全阀校验室
企业送检安全阀不再去外地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在伞上画画。
本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遮阳伞太大“飘飘然”

拐个弯路人都躲远

28日上午，记者来到新
泰市府前大街市委路段，蹲
守观察了一个小时左右，发
现安装遮阳伞的电动车大概
有二十多辆，不少电动车后
面带着孩子。

有些遮阳伞面积过大，
有的遮阳伞甚至超过车身一
大截，有些车速过快的电动
车，遮阳伞摇晃得厉害，不知
是安装的不牢固还是安装的
时间过长，当有风吹过的时
候这种现象更加严重，给人
一种能把车带起来的感觉。
而且拐弯的时候，由于车身
面积过大，其他行人都选择
减速或者绕行。

“不觉得存在什么安全
问题啊，夏天这么热，为了方
便出行，才安装了这样的遮
阳伞，我觉得没有什么违法
的地方吧，只是为了遮阳防
晒。”电动车主刘女士说，她
是去年装的，不觉有什么不
安全的地方，而且用起来十
分方便，应该不会对交通造
成太大的影响，也没听说过

类似交通事故发生。
“我觉的还是挺危险的，

有的遮阳伞面积太大的，车速
不快还行，要是车速快了再加
上刮风，整个遮阳伞不得被风
吹起来，万一落到其他骑车人
身上，肯定会造成危险，有的
人还带着孩子，特别不安全，
发生事故就不是一个人受伤
这么简单了。”附近一路人说。

相关部门严令禁止出售

小店还在偷着卖

随后，记者走访了新泰市
几个较大的电动车售卖市场
了解情况。“我们这里早就停
止销售了，现在工商局经常过
来查，禁止出售这样的遮阳
伞，因为可能会引发一些交通
事故，但是每天来询问安装的
顾客还是有不少，毕竟这种遮
阳伞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电
动车销售商张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
条对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载物有明确规定，
即高度距地面不能超过1 . 5
米，宽度左右不得超出0 . 15
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

后端不得超过0 . 3米。电动车
上安装的遮阳伞高度和宽度
明显不符合规定。

但是记者发现，马路上安
装遮阳伞的电动车还是不少，
那他们从哪里安装的呢？“有
些顾客是从网上自己购买安
装的，我们这里虽然不卖，但
是顾客可以付一定费用由我
们来安装。但是这种情况比较
少，一些小的电动车售卖门
头，还是会向顾客兜售这样遮
阳伞。”张先生说。

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又
走访了本市几个比较小的电
动车售卖门头，果然在售卖
这种遮阳伞。“安装这种遮阳
伞十分容易,10分钟左右就能
安装好，价格也十分便宜，像
这样的才四十多，好的有八

十 到 一
百多不等。”
店主热情给记者
推销。当记者问相关安
全问题和私自安装是否违法
时，销售商的解释显得有些
推脱。“质量绝对过关，每天
来买的人很多，我都是成箱
成箱的进货，卖了这么长时
间也没听说过发生什么事。
再说了向我们这种小店面，
有关部门也管得比较松。”

根据交通安全法

应罚款20元

新泰市交警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由于遮阳伞面积较
大，会影响驾驶员视线，而且
遮阳伞重量较大，拐弯时车辆

容易发生抖动，诱发不安全因
素。安装遮阳伞后电动车的宽
度变大，增加了电动车与电动
车之间接触的机会，也容易诱
发交通事故。“最主要的是，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
员很难迅速地离开电动车，加
重了事故的伤害。”

该负责人称，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在电动车
上安装太阳伞是违法行为，将
处20元罚款。“但由于这是一
种普遍行为，一般也不太好处
罚。”该负责人说，提醒广大电
动车车主为了自身和他人的
安全，不要在电动车上安装遮
阳伞，以免出现交通事故。

电电动动车车装装遮遮阳阳伞伞，，风风一一吹吹直直晃晃悠悠
交警部门：遮阳伞太大挡视线，拐弯时车子易抖动，尽量别用了

今年夏天，新泰街头的电动车上突然流行安装遮阳
伞。虽然可以一定程度遮雨防晒，但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电动车主，为了
安全，不要在车上安装遮阳伞，以免出现交通事故。

安装遮阳伞
的车主在马路上行
驶。 本报实记者

张通 摄
安装遮阳伞

的车主带孩子过马
路。 本报实习记
者 张通 摄

本报记者 王伟强 实习记者 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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