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冬季节燃气隐患多

先灭火or先关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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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液化化气气着着火火
先先关关气气还还是是先先关关火火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秋冬季节来临， 为了保暖需
要，室内开窗通风的次数减少，厨
房中的天然气一旦泄漏就很容易
堆积，再加上空气干燥，容易产生
静电，更增加了燃气事故的风险。

10月13日 ， 一段 “专业人

士 ” 告诫大家遇到液化气罐着
火， 不能先关阀门的视频在很
多 平 台 传 播 ， 该 “专业人士 ”
称 “液化气起火一旦关阀会引发
爆炸”， 很多网友表示 “颠覆常
识”。 对此，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13日发布消息称， 视频中身
穿白衣服的 “专业人士” 根本不
是消防人员， 他讲解的内容也
有问题 ， 一旦遇到液化气罐着
火， 如果阀门完好， 一定要先关
闭阀门。

枣子品种多样富含维C

枣子的品种很多， 有人
工种植的， 也有山上自然生
长的野枣。 像酸枣、 青枣、
鲜枣、 冬枣、 马牙枣、 椰枣
等等， 营养成分、 口味都各
有区别。

枣类的维生素C含量都
比较高， 比如每百克酸枣含
900毫克维生素C、 鲜枣含
240毫克维生素C。 相比之
下猕猴桃、 山楂的维生素C
含量， 只有40到60毫克， 相
差几十倍之多。

像酸枣不仅维生素C含
量高， 钾、 磷、 钙、 镁、 铁
等矿物质含量也很优异。 它
酸味的来源是苹果酸、 儿茶
酸和酒石酸等物质， 在实验
中还发现有抑制癌细胞生长
繁殖的功效。

酸枣从口味上来说， 主
要是酸， 而青枣的口味就很
丰富了， 在民间有 “一枣三
味” 的说法。 新鲜的青枣肉
厚、 脆嫩多汁， 兼顾苹果、
梨和枣的味道， 大家不妨买

一些来尝尝。
冬枣同样营养丰富， 尤

其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 保
持毛细血管畅通、 防止血管
壁脆性增加的功能， 对于高
血压、 动脉粥样硬化病症有
一定功效。

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品
种， 叫马牙枣， 因为形状下
圆上尖， 上部歪向一侧， 形
似马牙而得名。 成熟的马牙
枣果皮为红色，果肉淡绿色，
水分充足， 在各种枣类品种
里，属于含糖量较高的。

肠胃不好的人别多吃

不管哪一种枣， 纤维素
含量都比较高， 每百克鲜枣
纤维素含量达1.9克 、 干枣
纤维素含量接近10克左右 。
尤其是枣皮的纤维素含量更
高，对肠胃功能弱的人，会增
加消化负担，比较“伤胃”。

而且枣核比较尖锐， 家
里有婴幼儿的不建议给孩子
吃， 避免误吞枣核带来严重
后果。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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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医疗设备使用的规范
性和准确性， 维护广大患者的合
法权益， 服务医疗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创新工
作方法， 通过 “现场直检” “在
线答疑” “服务上门” “提质增
效” 等方式提高医疗设备强检服
务水平。

一是现场直检。 为解决医院
大型 、 危重病医疗设备移动困
难、 停工成本高的问题， 检定人
员采取现场直检的方式， 利用午
休时间分批进驻大型医疗机构的
门诊、 病房、 手术室等诊疗一线
对设备进行检定， 确保设备 “不
下线”。

二是在线答疑。 建立医疗机
构微信工作群 ， 拓展强制 检 定
服务渠道 ， 为辖区医疗单位提

供计量业务咨询和强制检定在线
预约服务 ， 截至2019年9月底 ，
累计答疑2000余条 ， 预约服务
400多次。

三是服务上门。 配合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医养结合计划，为
“智慧家医”的个人血压计提供计
量检定服务， 将医养结合服务落
到实处 ， 有效扩大计量服务供
给。

四是提质增效。 通过开展检
定业务培训、 优化检定流程， 不
断提高服务效能， 基 本 实 现 了
医疗设备强制检定周期由15个
工作日压缩至2个工作日， 截至
2019年9月 底 ， 已 完 成 全 区 医
用 设 备 计量强制检定任务3400
余台 （件）。

（安理）

优化医疗设备检定服务
护航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

秋季进补
怎样吃枣更健康？

我国地大物博， 每个区域在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应季食
物， 像夏季吃各种瓜果和桃子、 夏末秋初吃各种葡萄， 现在
到了秋季最适合吃枣。

燃气灶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频繁， 但如果使用不当， 会发生爆炸和煤气泄漏等重大安全
事故。 用完燃气灶时， 你是先关燃气灶还是先关燃气阀？ 很多人都没搞清楚正确的顺序。 为
此， 记者采访了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 整理了安全使用燃气的 “干货” 常识， 给
市民提个醒。

不安全用气习惯会有大麻烦

怎样识别燃气泄漏？
燃气是一种无形无色的气

体， 但为了日常用气安全， 燃气
中加入了一种特殊臭味剂， 便于
发生燃气泄漏时， 可以及时被发
现。 用户如果闻到家中有特殊的
气味， 应注意是否是燃气泄漏。
寻找漏气时可用肥皂水涂抹燃气
表、 灶具和管道连接处， 凡是起
泡的地方， 就是燃气漏损处， 切
记检查时不能使用明火。

发现漏气怎么办？
如在室内发现燃气气味， 应

立即打开门窗， 并检查燃气灶开
关是否关闭？ 如已关闭， 可能是
燃气管或燃气表处漏气， 应立即
将燃气表前总阀门予以关闭， 随

即到室外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上门进行检查。 燃气用户
外出家中无人时， 应关闭燃气表
前总开关， 以保证安全。

发现漏气应注意哪些安全
禁例？

如遇燃气支管漏气， 用户自
己无法切断气源时， 要立即通知
燃气公司， 在检修人员还未到达
以前， 用户切勿在室内逗留， 并
严禁各种火种入内， 亦不要开关
电灯电话， 以免引发爆炸。

为什么装有燃气设备的房间
不能作为卧室和休息室？

装有燃气表、 燃气灶和燃气
管等燃气设备、 设施的房间或厨
房绝对不能作为卧室或休息室，

因为如果燃气表、 燃气灶和燃气
管损坏泄漏， 不易察觉， 更有可
能引发爆炸、 火灾等危险。

室内装璜时燃气管道应该
怎么处理 ？

室内装璜时遇到燃气管道
时 ， 应申请同意后方能进行移
改。 燃气管道是易蚀、 易漏的管
件， 现有不少用户装修时将管道
埋入墙内 (地面)， 不易检查， 给
正常的维修造成很大危害。 因此
要求用户在装饰时一定将燃气管
暴露于室内 ， 以便及时处理蚀
漏， 保障用气安全。 另外， 用户
不得擅自加长燃气胶管。 家用的
胶管不得超过2米， 胶管两端要
用管卡锁紧。

情况不同 区别对待
煤气罐着火先灭火还是先关

阀门 ？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介绍称， 液化气钢瓶一旦着火，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 采取不同的
处置措施。

第一种， 在液化气钢瓶阀门
完好的情况下， 首选是关阀， 阀
门关了火就灭了 。 网上流传的
“先灭火、 后关阀， 否则会回火
导致爆炸” 的情况， 在液化气钢
瓶着火时是不会发生的。 只有在
燃气管道着火时 ， 如果快速关
阀 ， 会导致管道里压力快速下
降， 管道外面的压力比里面的压

力大， 才会把火压到管道里去造
成回火。

消防员在处置燃气管道着火
时， 首先会慢慢把管道阀门关到
最小状态， 把火焰降到最小后，
再关阀灭火。 这样是为了防止回
火 。 液化气钢瓶瓶体和瓶口较
小， 相对来说压力较小， 不会产
生压力差， 而且液化气钢瓶里面
的压力比外界大。

第二种， 如果着火的液化气
钢瓶的阀门损坏， 可以不灭火，
先把液化气钢瓶拎到空旷地带站
立放置， 再用水冷却瓶身， 等待

液化气燃烧完毕即可； 烧着的液
化气钢瓶如果在居民家中无法转
移， 可以先灭火， 再用湿抹布等
物品堵住瓶口， 并送至专业的液
化站进行处置。

第三种， 如果液化气钢瓶横
向倒地燃烧， 地面被喷出的火焰
加热， 容易产生热传导至瓶身，
瓶身达到一定温度后， 瓶内的液
化气由于加热导致膨胀， 会发生
物理爆炸。 在无法预判和无处置
能力的情况下， 要第一时间拨打
119报警电话， 等待消防员到场
处置。

这些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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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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