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有带孩子在周末或长
假外出旅行的打算。 专家提示，
如果是自驾游， 尤其要注意驾车
安全， 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根据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此
前研究的数据显示， 126例因创
伤性脑损伤住院或留院观察的病
例中 ， 54例系道路交通伤害所
致， 且车内乘客无1例使用安全
座椅或安全带。 世界卫生组织数
据显示， 婴儿座、 儿童座和增高
垫可使发生撞车时的儿童死亡减
少54%–80%。

“首先应该明确孩子应该在

车里的位置， 一定不是副驾驶，
因为一旦发生碰撞， 安全气囊直
接击打在孩子的头面部， 瞬间的
击打力量可达上百公斤， 孩子的
头颅根本无法承受。” 北京儿童
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表示。

还有一个常见错误是家长抱
着孩子乘车。 “最近我们接的几个
孩子都是车祸伤， 而且都是妈妈
抱着。10公斤重的孩子，如果车速
是30公里/小时，发生碰撞后的力
量是300公斤， 家长根本抱不住，
孩子就会弹出去。 ”她说。 如果正
确使用安全约束系统， 孩子就不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王荃说， 还有一种常见的认

知错误是给年幼儿童使用普通的
安全带。 她说， 婴幼儿使用成人
安全带的话， 上面的安全带可能
会勒住婴幼儿脖子造成颈椎损
伤， 下面那一条还可能会造成肝
脾及肠道损伤。 “但是安全座椅
安全带的设计是五点式， 可以规
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王荃建议， 长假出行时要遵
守交通规则 ， 哪怕是短距离出
行， 也要让儿童落座后排， 规范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新华）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公告
申徐 （130434198712243133），因 你 严 重 违

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经 EMS 通知后，仍未与公
司联系解决相关事项 ， 北京芬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HG9R27）
现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请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前到公司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 逾期
未办理按自动离职处理。 特此公告。

北京芬香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1 日

■生活资讯

·广告·

根 据 丰 台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12315中心大数据监测情况 ， 近
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六里桥工
商所约见了辖区的ETC速通卡办
理企业 ， 针对ETC产品故障频
发、 退换难度大、 账号注册注销
程序复杂， 消费体验差等投诉量
较多的问题， 以 “现场还原” 的
形式， 向商家还原了消费者在产
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商家
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有了直观的
理解， 现场针对各个环节存在的
问题， 从硬件退换、 软件提升、
产品咨询等方面提出了整改意
见， 进行综合服务升级。

一是根据既有客户和潜在客
户的数量建立健全设备供销体
系， 有序发货； 二是加快软件优
化和版本更新， 提高标签激活成
功率； 三是增加客服坐席数， 加

强业务培训， 提高业务咨询的效
率； 四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
作用， 利用官网、 微信小程序等
实现线上退换货、 线上咨询等业
务。 针对商家提出的整改举措，
六里桥工商所一方面要严格监督
商家履行相关承诺， 切实解决消
费者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 在
以后的工作中， 工商所也会根据
最新投诉情况进一步健全与商家
“接诉即办” 联系机制， 加强精
准反馈与业务指导。

（王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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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提示一： 现场不接受补交报
考费

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
场确认两个阶段。 所有参加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
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考费，并按
报考点要求进行现场确认网报信
息、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信息。

网上报名时， 提交报考信息
后不论是否已支付报考费， 所填
报的“报考单位”“报考点”和“考
试方式”三项内容不能更改。如需
修改此关键信息， 应在网上报名
截止时间内取消已填报的报名信
息，重新报名并支付报考费。报名
期间， 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
信息，或重新填报信息，但一位考
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选择北京市各报考点的考
生，提交网报信息后，须在网上报
名截止日期（10月31日22:00）前，
以“网上支付”方式交纳报考费，
得到交费成功信息后， 方可持报
名号在规定时间到选择的报考点
确认网报信息，否则报名无效。

对在京报考硕士生的考生，
收取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费
138元/人， 硕士生招生单位 （含
免试生接收单位） 可对复试考生
（初试合格进入复试考生和免试
生） 收取复试费100元/人。

提示二： 学历未通过校验须
及时认证

考生选择报考点时， 应届本
科毕业生须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
报考， 单独考试考生须选择招生
单位所在地报考， 其他考生须选
择户口或工作所在地报考。 考生
选择报考点时务必仔细阅读所报
考招生单位和所选报考点的网报
公告， 确定符合其报考要求后方
可选择， 不按公告要求错选报考
点，易造成不能现场确认、考试。

报名系统在网报期间将对考
生学历 （学籍） 信息进行网上校
验 ， 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 （学
籍） 校验结果。 考生也可在报名
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陆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本人学历
（学籍） 信息。 未通过网上学历
（学籍） 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
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提示三： 现场确认不得由他
人代办

现场确认必须由考生本人办
理， 不得由他人代办。 现场确认
时间为11月8日至10日， 考生到
所选择报考点网报公告中指定的
地点， 确认网报信息和照相。

届时， 考生持本人有效居民
身份证、 学历学位证书 （应届本
科毕业生持学生证； 获得高职高
专、 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提
供学历证书； 获得硕士、 博士学
位的人员提供学位证书）、 报考
点要求的其他材料和网上报名编
号， 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查验， 随
后报考点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
息， 考生确认后完成流程。 报考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
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
《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提示四： 网报结束后两类考
生不退报考费

考生因个人原因放弃报考或
者填报信息有误申请退费的， 请
务必于报名截止时间前登陆网报
系统， 点击取消已交费的报名信
息，系统将统一进行退费处理。网
上报名结束后， 未按规定时间到
报考点确认网上报名信息的，或
已报名并现场确认考生未能参加
考试的，已支付的报考费不退。

12月14日至23日， 考生凭网
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研招网， 自
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

研考现场确认
须亲力亲为

2020年考研网上报名开启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市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从10日起开始网上报
名， 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仔细阅读
报名须知，及时完成网报和支付报考费，现场确认不得由他人代办。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被水母蜇伤怎样及时自
救？ 北京急救中心就来为大家
介绍。

水母触手上面布满了刺细
胞， 像毒丝一样， 能够射出毒
液， 猎物被刺蛰以后， 会迅速
麻痹而死。 当被水母刺伤， 会
发生呼吸困难的现象， 有一些
水母的毒性较强， 可以让人在
十几分钟内死亡。

那么， 被水母蛰伤如何急
救？ 第一， 去除触手。 如果水
母触手依然挂在皮肤上， 戴上
手套或者使用厚衣服、 镊子、
小木棍轻轻地将水母触手从皮
肤上分离。

第二， 用海水冲洗蛰伤部
位， 以抑制皮肤上未发射的刺

细胞的活性。 不能用淡水， 否
则会刺激刺丝囊的射出， 释放
更多的毒液。 有条件的话， 可
以用醋或醋酸冲洗伤口30秒以
上， 或者将蜇伤部位浸泡在醋
中30分钟。

第三， 清除刺细胞。 有条
件的话 ， 可用小刀或者剃须
刀、卡片之类的东西，温柔地分
离掉皮肤上的刺细胞。 在刮刺
细胞之前用剃须泡或者肥皂泡
沫进行涂抹效果会更好。 刮掉
刺细胞之后， 重新用醋或盐水
溶液涂抹， 或者用海水冲洗。

最后， 让蜇伤部位自然干
燥， 可以服用一些抗组织胺药
物， 以减少瘙痒和肿胀感， 并
及时送医。

被水母蛰伤怎样急救？？

儿童乘车应规范使用安全座椅

丰台市场监管局
助推ETC商家服务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