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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小区围栏疑似架设“高压电网”
》后续

九江消防、质监、工商联合行动

掀起“3·15”消防产品“打假”热

电网不带电 居民虚惊一场
开发商回应系震慑小偷的
“电子围栏”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濂溪
区南山名苑小区开发商在小区围栏上架设
了疑似“高压电网”的东西，电网上面还挂
着写有“高压危险、禁止攀爬”字样的黄色
警示牌。该电网最高离地面不过 2 米，最低
处仅 1.5 米左右，过路的市民稍不注意，就
有可能触碰到电网。今年春节期间，在广
州工作的尹先生回九江老家，发现家附近
的这个小区电网后，心情很不爽，和许多居
民一样，他非常担心电网“高压”伤人。3 月
1 日，
本报 4 版刊登了相关报道。
那么，南山名苑小区围栏上方架设的
电网究竟是否有高压电？如果人不小心触

碰到，是否会伤及身体呢？为了弄清这点，
3 月 7 日，浔阳晚报记者联系了濂溪区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供电叶师傅和同事们来到
现场，对这个电网进行了测试。
“ 刚刚拿万
用表测了是没有电的，它应该就是防盗，怕
别人进来偷东西。我们到电网的源头去看
看，在源头看下这 4 根线有没有电。”叶师傅
在电网源头处看到了一个锁住的电箱，就
在他测试源头电网时突然发出警报声，但
万用表显示这里的电网依然没有电，叶师
傅表示需要开发商将电箱打开，看看这里
是否有高压电装置。
这时，南山名苑开发商工程部 2 名工作

人员听到警报声后赶到了现场。其中，工
程部刘经理告诉浔阳晚报记者，这个电网
并不是高压电网，而是“脉冲式电子围栏”，
是一种防盗报警系统，属于小区物业的智
能监控系统，如果有人通过不正当的攀爬
手段通过电子围栏进出，物业的监控房便
有指示灯提示。
刘经理说，这个电子围栏是带电的，但
电压很小，
“安装的电网是在人体安全电压
以下，只有 36 伏，相当于只是通电起一个警
示闪灯的作用。”而“高压危险、禁止攀爬”
的警示牌只是用来吓唬小偷的。原来如
此！附近居民听了无不长舒一口气。

一男子爬五老峰不慎跌落悬崖
庐山市消防与蓝天救援队火速搜救
本报讯（涂小龙 李澳翔 浔阳晚报记
者 鄢明亮）3 月 11 日 19 时 10 分，庐山市公
安消防大队值班室接到市民报警称：庐山
五老峰景区山石梁附近有一男子跌落悬崖
被困，急需消防官兵出动协助救援，庐山风
景区大队接警后立即前往事发地点开展搜
救。由于山路崎岖、道路复杂，大队指挥员
立即联系当地派出所民警、蓝天救援队及
熟悉路况的户外爱好者，请求共同开展搜
救。与此同时，大队立即出动 1 辆抢险救
援车、7 名消防官兵火速赶赴事发地点实
施救援。
20 时 30 分，消防官兵到达事发现场后
经询问得知，该男子是都昌人，也是一名户
外爱好者，此次是来五老峰游玩，在一处悬
崖边收绳时不慎坠落，高度落差为 3.5 米左
右。坠落时该男子左侧着地，导致左手骨
折，腰部和左腿不同程度受伤，并伴有轻微
内出血现象。获悉此情况后，由消防官兵
与民警、蓝天救援队及户外爱好者组成的
联合搜救队伍，迅速携带救生器材等往五

救援人员背被困者下山。
救援人员背被困者下山
。
（庐山市消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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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峰方向沿路搜索。由于山路陡峭崎岖，
再加上天黑视线不佳，救援人员每走一步
都必须小心翼翼。
22 时许，被困人员终于被找到，由于该
男子腰部、腿部均受伤，无法用担架进行救

助，只能由消防官兵及蓝天救援队队员一
步一步背下山去。经过近 2 个小时跋涉，23
时 55 分，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人员送至山
下，并交予其家属。目前，该男子已无大
碍，
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工作人员检查消防产品。
工作人员检查消防产品
。
本报讯（刘佳明 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
文/摄）为进一步规范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
理，
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和不合格消防产品在
市场流通，
3月9日，
九江消防联合质监、
工商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多家我市重点生产、销
售和使用消防用品单位、企业进行大抽查，
掀起
“3·15”
消防产品
“打假”
月活动热潮。
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来到九江消
防设备厂生产厂房和成品仓库、中船公司
生产车间及中奥广场二期工程在建工地
等，重点对各场所配置的灭火器、防火门、
消防水枪、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灯、应急疏
散标志、室内消火栓、火灾报警控制器等消
防产品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是否具有相关
的市场准入许可证，是否具有国家消防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型式检验合格的质检
报 告、防 伪 标 记 等 进 行 了 全 面 细 致 地 检
查。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消防产品
报告与现场检查结果不一致、自主发明消
防产品未经检验认证便擅自销售等问题。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依
法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相关单
位、企业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并要求各单
位、企业负责人要杜绝麻痹大意思想，牢固
树立消防产品质量意识，自觉抵制假冒认
证及不符合市场准入的消防产品。
据市公安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
“3·15”
消防产品
“打假”
月活动中，
除了此次
联合质监、工商部门进行全市大抽查外，九
江消防还将在 3 月 15 日当天在南山公园进
行消防产品
“打假”宣传，在 3 月下旬进行全
市范围内的消防产品大抽查行动。九江消
防将以此为契机，
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
“打假”
工作中去，
举报
生产、销售和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行
为，
全面净化我市消防产品市场环境。

货车私自安装油罐
运管人员从重处罚

钱包失而复得 军嫂送锦旗谢列车员
本报讯（周更生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
林）3 月 12 日上午，一位陈姓军嫂将一面绣
有“真诚为民 高效寻物”的锦旗送到都昌
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付宏文手中，以表达对
铁路工作人员帮其寻找到丢失的钱包。
据了解，家在都昌县狮山乡的陈女士
10 日上午去九江办事，晚上乘坐由九江开
往上海南的 K1372 次列车回都昌，在都昌站
下车时，只拿走大件行李，把一个钱包忘在

车上了。直到她快到家时才发现，于是又
回到火车站。她向值班员付宏文说明有关
情况，包里有户口簿、结婚证、社保卡、银行
卡、现金及金耳环等首饰，希望能帮她找
回，此时列车已开出近百公里了。
付宏文了解完情况后，马上用手机联
系该次列车长，告诉车长都昌站刚刚有一
位在 8 号车厢的旅客下车时遗失手包之事，
请全力寻找。不久后车长回话，包已经找

到，锁在列车上的保险柜里，等 11 日晚上返
回经过都昌站时交接即可。
得知包找到后，陈女士非常激动，她
说：
“ 现金都无所谓，主要是银行卡挂失很
麻烦，有的卡是都昌的，有的卡是三亚的，
来回挂失很麻烦，加之爱人在三亚某军港，
根本没有时间。”11 日晚上，付宏文带着陈
女士一起在站台上接过丢失的手包。12 日
上午，陈女士把连夜做的锦旗送到火车站。

本报讯（朱团 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3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市运管局开发区分局查处
一辆普通轻型箱式货车。当事人李某驾驶
浙 G576XE 号跃进牌轻型箱式货车，擅自在
该车内安装油罐及加油装置，并载有 3 吨柴
油。据了解，
该车平时用于工地给挖掘机加
油，
未办理任何危险品运输手续，
违反了《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十条和第十一
条的规定。开发区运管分局执法人员表示，
在春运期间查处一切安全隐患违法违规案
件，
一律予以从重处罚。

九江电大 2017 年度奖学金暨优秀学员表彰大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易兴）3 月 10 日
上午，九江电大 2017 年度奖学金暨优秀学
员表彰大会召开，学校领导、教师、优秀学员
及 各 媒 体 记 者 共 计 100 余 人 参 加 了 大 会 。
会上，颁发了国家开放大学“希望田野”奖学

金、优秀毕业生、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国家
开放大学优秀学员等奖项，共有 66 名学员
获奖。
为积极参与国家开放大学转型升级，促
进九江电大快速发展，鼓励全市开放教育学
生刻苦学习，进一步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自
2012 年国开大学奖学金启动以来，九江电大
每年均会举办该表彰大会。据悉，该校也是
目前成人学习教育唯一发放奖学金，并有权
授予本科学士学位的学校。
九江电大创立于 1979 年，是经省、市政
府批准创办的九江直属地方成人高校，目前
设有 18 个县级电大工作站和学习中心，开设
文经、理工、农医六大门类专、本科专业 63

个，在校学生 12000 多人。每年，九江电大都
会为地方培养 4000 多名人才，建校至今共输
送人才 10 多万人，是九江市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助推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人才智
力支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信息化教育、社区化教育、构建终身
学习体系的主力军，近年来，九江电大逐渐形
成了以开放教育为主体，网络远程教育、非学
历教育为两翼的办学格局。从 2006 年成为
全市教师培训中心，到 2015 年正式成为九江
教师培训基地，每年，九江电大都会为全市中
小学、幼儿园校长及班主任、各学科教师、心
理健康辅导教师共计 2000 多人进行脱产培
训，另有 30000 多名教师通过电大的远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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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进行学习。
同时，自 2012 年起，九江电大还积极响
应政府“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号召，在省、市委农工部
指导下积极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利
用现代远程教育及集中面授的形式，为村支
书、村干部等农村管理人员和种植、养殖专业
人才进行培训辅导，使他们成为“一村一品”
的科技带头人。截至目前，
“ 一村一工程”已
为我市培养和造就了 4000 多名扎根农村、服
务农民、发展农业、带头致富的农村实用人
才，其开展的工作和成效在整个江西省具有
示范作用，并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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