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档案局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渊记者赖长营冤近日袁市档案局邀请

了赣州市消防中心欧阳教官袁开展了消防安全
知识教育培训课遥

为加强夏季防火安全管理袁 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 , 增强干部的消防法制观念和消防安全意
识袁 进一步提高抗御火灾事故的能力档案局举
办此次培训遥 培训现场袁欧阳教官结合近期社会上
发生的几起火灾案例和野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冶袁
即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尧 扑救初起火灾的能
力尧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的能力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的能力进行分析讲解袁重点从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
能力和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两个方面展开讲授事
故原因分析袁火灾尧灭火尧防烟尧逃生及求救知识袁消
防设备种类与用途袁火灾应急扑救及疏散流程遥 同
时袁与干部现场互动演示逃生技巧尧灭火器材的使
用方法袁对消防报警控制系统日常维护与保养的重
要环节给予指导遥

培训结束后袁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袁此次培训的
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代表性袁要在今后日常工
作和生活当中袁运用科学的消防安全知识预防和处
置突发火灾事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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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盛夏的瑞
金城袁绿树成荫尧生机勃发袁就连高高
的楼顶袁也是绿意盎然尧鲜花盛开遥 记
者观察发现袁不少勤劳的市民袁在自家
屋顶栽花植草种菜袁建起一座座野空中
花园冶袁成为城市一道空中风景线遥

7月 8日早晨袁在八一北路一处 6
层楼房的屋顶上袁 刘大爷正在侍弄花
园里的 10多种花草及瓜果蔬菜遥 这几
日袁 刘大爷楼顶里栽种的三角梅开得
正艳袁西红柿已经熟透袁黄瓜丝瓜挂满
枝蔓遥 百余平方的楼顶袁 一片绿意盎
然袁好像一处野世外桃源冶遥 野在这钢筋
水泥的耶丛林爷中袁让居住的环境更有
家园的感觉遥 冶刘大爷告诉记者袁在他
们这片居民区袁 大多数人家的屋顶都
没闲着袁建有风格各异的野空中花园冶遥
记者看到袁 与刘大爷家一巷之隔的一

户人家袁 屋顶上种满了数十株品种各
异的果树及花草袁 还搭有一个数十平
方米的葡萄架袁 上面缀满串串绿色果
实遥

你家的蔬菜摘了袁分一点给我家遥
我家的黄瓜熟了袁拿两根到你家遥刘大
爷说袁与左邻右舍互赠果蔬袁成为大家
增进邻里感情很好的途径遥 野现在邻里
之间走动越来越难了浴 冶刘大爷感叹袁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袁 特别是在
建筑以独栋自建房为主的居民区袁邻
里之间见面交流变得很难遥 而屋顶有
花园的居民袁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尧
分享果实袁邻里关系往往处得更融洽遥

屋顶花园还是会客的好地方遥 记
者在刘大爷屋顶花园里看到袁 在绿叶
花果之间袁还摆了一张会客桌遥 野泡一
壶工夫茶袁 三五个好友坐在一起谈天

说地袁 一抬眼就是一园生机勃勃的春
色袁让人感到格外惬意遥 冶刘大爷喜形
于色地说道遥

针对市民热衷建造 野楼顶花园冶袁
一位园林绿化技术人员提醒袁 要特别
考虑安全袁不能对楼体产生破坏袁宜种
植浅根类植物遥首先袁居民需要了解自
家楼顶的结构尧承重力袁然后根据专业
指导进行防水等前期处理遥 对于设计
荷载大于 350kg/m2的屋顶袁除种植地
被尧 花灌木外袁 可适当选择种植小乔
木遥 荷载在 200要350kg/m2以内的屋
顶袁 可种植灌木尧 蔬菜等遥 但低于
200kg/m2 的屋顶不宜进行绿化遥 同
时袁 不建议栽种太大的植物遥 对于 12
层以上居民楼袁 不建议自行进行屋顶
绿化袁 需由专业人员进行铺草地表绿
化遥

高速公路瑞金南所

微笑服务 司机点赞
本报讯 渊记者赖长营冤近日袁高速公路赣州管理中心瑞金南

所创新举措袁开展以野微笑服务尧司机点赞冶为主题的与司乘互动
竞赛活动遥

在活动中袁该所搭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袁并将二维码贴在岗
亭员窗口处袁 过往司机缴费后可扫描二维码进入相关页面对收
费员的服务进行评价袁 累计获得司机好评数量最多的收费员将
被评为野微笑之星冶遥 目前袁该所南北两站司机投票达 126人次袁
好评达 126次袁好评率 100豫遥

此次活动有效促进收费员服务水平的提升袁 进一步增进了
收费员与广大司乘人员的互动交流袁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遥

近年来 袁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袁 开始
越来越注重房子
装修的品质 袁推
动着装修行业不
断向前发展 袁竞
争也日益加剧 遥
业内人士表示 袁
市民应理性选择
装修公司遥

装修公司遍地开花
走在红都城袁

大大小小的装修
公司遍地开花遥

野有些装修公
司压低价格接下
客户的单袁再采取
降低装修标准袁替
换装修材料等手
段袁像这样的情况
很多袁尤其是很多
小公司为了赢得
市场袁经常干这种
事噎噎冶锦江名城
一家装修公司的
总经理告诉记者袁
装修公司属于半
加工制造业袁因为开公司的门槛低导致
现在市里有 50家左右的装修公司面临
竞争袁并且达到野白热化冶的程度遥 随着
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和建材的更新
换代速度不断加快袁装修公司必须不断
提高自身实力袁坚持原则尧层层把控进
行施工袁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主动服务袁
寻找到自身优势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袁努
力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遥

据统计有 30%的市民会选择装修
公司袁 大部分年轻人希望自己的家不
仅整体舒适而且有设计美感袁 所以选
择装修公司曰 而老一辈的人为了节约
成本袁追求质量会选择自己装修遥从整
体上来说市民的装修意识不断提高袁
装修行业为满足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遥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个装修公司是通过品质的保障尧

正确的经营方式和成功的理念来成功
的遥城北建材城一家装修公司的朱总提
出注重软装修袁在房子的四维空间设计
方面更加注重搭配袁包括地砖尧窗帘尧饰
品尧床品等袁在房子装修风格的设计上
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袁这要求设计师不
断学习和提高自身的能力袁走在时代的
前沿以满足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质
量的要求遥国际商贸中心一家装修公司
的钟总表示袁不断追求细节的完美以达
到更高的艺术效果袁不会忽略任何一个
施工步骤袁 为消费者提供关于选址尧设
计尧施工的一条龙服务遥

采访了多家知名装饰公司袁记者了
解到袁 要真正让消费者认可和满意袁必
须不断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遥

应理性选择装修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袁 因大量装修小公

司的兴起袁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袁整个
装修行业出现利润低的现象袁 一些公
司采取非正当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袁
违背市场秩序遥 为践行野节约资源袁保
护环境冶的基本国策袁装修时应把建材
资源的利用价值达到最大化遥 小部分
公司为了价格低廉没有原则性和环保
意识袁偷工减料袁选择低质量的建材欺
骗消费者遥 消费者在选择装修公司的
同时袁应注重公司的综合实力袁选择有
品质的建材和有品位的设计袁 结合案
例来选择自己的装修方案遥 市民在装
修的过程中不能因为节约成本而忽视
房屋的安全性和合理性袁 应在整体施
工和设计中保障品质袁 打造一个满意
的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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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水泥挡不住绿意盎然

楼顶花园扮美瑞金城

图为近日金都大道东延路一角
街景遥 据悉袁我市城区绿化提升项目
正在有序快速推进当中袁 项目完成
后袁我市金都大道及七彩大道等路段
将以全新的景观绿化亮相袁为市民营
造一个宜居的花园城市遥

本报记者赖长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