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一一辆辆轿轿车车行行驶驶中中突突发发自自燃燃
事发菏泽中华路与人民路口，多人扑救

本报菏泽7月25日讯(记
者 赵念东 ) 7月2 4日上
午，一段内容为“菏泽中华路
与人民路口，一辆轿车发生
自燃”的视频在朋友圈被频
频转载。对此，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前往视频中路
口实地查看，并未发现燃烧
车辆和痕迹。随后，记者又
从相关部门获悉，该事实发
生在7月23日19时许，一辆轿
车在该路口等红绿灯时自
燃，后在两名公交车驾驶员
和几名私家车驾驶员的帮助
下，将火扑灭，未发生人员伤
害。

“中华路与人民路交叉
路口，一辆车着了……会不
会炸了……”7月24日上午，
一段如此内容的视频在菏泽
朋友圈被频频转载，引起广
泛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在该路口的西侧，一辆沿中
华路由西向东的轿车发生燃
烧，着火点位于车辆前身，火
势很大，并蹿出火苗，车内并
未发现有关人员。

为核实此事，记者立即
赶往事发路口，但在现场并
未发现燃烧车辆以及相关
痕迹。随后，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自燃事故实发生在
7月23日19时许，一辆轿车
在等红绿灯时发生自燃，后
来车主在两名公交车驾驶
员和几名私家车驾驶员的

帮助下，将火扑灭，未发生
人员伤害。

于是，记者联系到帮助
灭火的102路公交车驾驶员
陈红振，据他介绍，当天下午
19时许，他驾驶102路公交车
沿中华路由东向西行驶，当
行至中华路与人民路交叉路
口时，发现路口西侧的一辆
轿车着火了。在经过红绿灯
后，陈红振赶紧将车停靠在
路边，提着灭火器跑到着火
的轿车前进行扑救。

“没多久，火就被扑灭
了，然而过了几秒，又着了
起来。”此时，陈红振手中的
灭火器已经用完。这时，7路
车的一名驾驶员又给陈红
振拿来一个灭火器，还有几
名私家车车主也拿着灭火
器赶了过来，这才将火扑
灭。

据业内人士介绍，车辆
自燃起火主要原因是漏电、
短路、漏油、停车位置不当
等，其中漏电、漏油尤为重
要。而夏季是汽车自燃事故
的高发期。车主应定期对车
辆进行维护保养，检查电路
油路，防止漏油漏电。不要私
自改装汽车，车内不宜放置
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
品。车上要配备车载灭火器。
警惕车辆异响或车内异味，
若起火无法自救，要及时撤
离并报警。

本报菏泽7月25日讯(记者
李德领) 25日下午，菏泽城

区部分地区出现局地性强对流
天气，突出其来的雨疏风骤把
路上的行人淋成落汤鸡。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
气象台了解到，未来菏泽仍是
高温闷热天气，还会出现局地
性强对流。

目前副高边缘暖湿气流
带，位于黄淮南部地区，菏泽处

于雨区的北部边缘地带，25日
-26日，菏泽仍会高温闷热，午
后到傍晚时分，部分县区有雷
雨。27日至28日，暖湿气流带位
于菏泽上空，各县区有一次明
显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匀，
闷热感觉有所减轻。

29日以后的三五天内，雨
区仍位于黄河下游附近，菏泽
降雨频繁，不过还是分散性降
水，仍会感觉闷热。

据菏泽市气象台25日15时
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菏泽具
体天气如下：25日夜间到26日
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最
低温度29℃，南风2-3级。26
日夜间到27日白天，雷雨，最
高温度35℃，最低温度26℃，
南风2-3级。27日夜间到28日
白天，雷雨转多云，最高温度
37℃，最低温度26℃，南风2-3
级。

菏菏泽泽出出现现局局地地性性强强对对流流天天气气
未来菏泽仍是高温闷热天气

本报菏泽7月25日讯(记者
周千清) 2019年伏天正式

开启,炎炎烈日全面发动,“发
威”的高温成为市民关注的热
点。高温天气也在考验市民的
身体素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菏泽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了解到，自7月12日至7月25
日16时，全市共有59例因中暑
拨打急救电话事件，医院也出
现因热射病就诊的患者。
 “自7月12日至7月25日16
时，全市共有59例中暑事件。”
菏泽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说，22日高温来袭，仅此一
天就有15个因中暑晕倒打来电
话求助的市民。

7月12日，2019年伏天正式
开启，22日的高温天更是让菏
泽市民见识了三伏天的“威
力”。“22日，我们收治了今天入
夏以来第一例热射病患者，患
者送来比较及时，症状较轻，如
今已无大碍。”菏泽市中医医院
呼吸科、重症医学科(ICU)主

任尹修彪说，热射病是重症中
暑,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
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
蓄,患者会因体温过高出现多
脏器功能衰竭和昏迷,年龄大
于50岁的热射病患者,死亡率
超过80%。

据其介绍，22日送来的患
者是一位51岁男性工地施工人
员，送来时患者已经昏迷，体温
40 . 5摄氏度，当即被送到重症
监护室抢救。“通过降温、补液
等一系列救治，患者意识逐渐
恢复，两个小时后逐渐清醒。”
尹修彪说，三天后患者转入普
通病房，如今四肢活动正常，已
无大碍。

“这几日连续高温，但是空
气湿度并不大。如果降雨增加
了空气湿度，人体汗液蒸发量
下降，人的排汗系统受影响就
容易诱发中暑。”尹修彪说，中
暑病人多数表现为四肢酸痛、
全身乏力、脱水、抽搐、呕吐 ,
病情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多脏

器功能不全,一旦表现为热衰
竭、热射病,死亡率就很高。

他提醒市民,夏季高温尽
量避免大中午在外工作或逛街
等,也不要长时间暴露在户外。
若需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或在室
外进行体力活动,一定要做好
防晒防护,多补充水分,最好是
淡盐水。一旦发现有人中暑 ,
应将其抬到阴凉通风处躺下
休息,解开中暑者衣扣散热,用
冷水毛巾敷在中暑者头部和
颈部。饮用一些含盐分的清凉
饮料,可以缓解症状,如情况严
重者,应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治
疗。

为了避免中暑,不少市民
购置了消暑药,藿香正气水是
市民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但是
藿香正气水中含有乙醇,而"头
孢"类药物与乙醇接触,便会产
生"双硫仑"反应,藿香正气水不
能与“头孢”一起服用,否则轻
则头晕、头痛,严重者甚至会出
现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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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033主打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李凤仪 组版：皇甫海丽

本报讯 (通讯员 朱陶
萍 ) 今年以来，牡丹区审
计局深入贯彻落实牡丹区
推进“红色引擎工程”的指
示精神和工作部署，结合审
计监督职责，多措并举，厚
植红色基底，突出党建引领
主线，为打造一支以责立
志、以德立身、以能立业、以
行立信的审计铁军夯实了
基础，全面增强审计事业发
展后劲。

牡丹区审计局启动“红
色引擎”党建品牌创建工程，

建设党建文化宣传阵地，强
化相互间比学竞争，压实并
提升了党建工作内在质量，
依托机关门户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信息化载体，发好审
计时代声音，弘扬壮大思想
能量。

充分发挥“红色头雁”
作用，落实基层党建目标，
党组书记担任党建工作第
一责任人，认真落实党建工
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责任
层层分解细化落实到科室、
个人。

牡丹区审计局：

强强化化基基层层党党建建引引领领

菏菏泽泽出出现现局局地地性性强强对对流流天天气气。。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德德领领 摄摄菏泽出现局地性强对流天气。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甄晓琨
程昭龙 马群) 受连续高

温天气影响，菏泽用电负荷急
剧拉升。7月24日13时28分，菏
泽电网用电负荷达479 . 9万千
瓦，创历史新高。

连日来，菏泽持续出现高
温天气，用电负荷也随之攀升，
7月22日21时41分，菏泽电网用
电负荷达477 . 7万千瓦，较去
年增长1 . 72%，创下新高；7月
24日13时28分，数据显示，用电
负荷再有突破，达479 . 9万千

瓦，较去年增长2 . 2%，创历史
新高。

面对负荷高增长和恶劣环
境对电网安全运行带来的考
验，国网菏泽供电公司从技术
和管理等方面入手，对度夏安
全进行再分析、再部署，制定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为高温高负
荷条件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打
下了坚实基础。

据悉，国网菏泽供电公司
编制《2019年菏泽电网安全度
夏调度措施》，通过分析基建、

技改、业扩、配网工程的推进开
展，结合2019年夏季电力平衡
预测，有效开展用电计划管理，
调整电网运行方式，消除度夏
前电网缺陷。

加强电网调控运行管理，严
格执行电网运行有关规定，严控
电网重要断面、联络线不超过控
制限额，编制详实可执行的事故
预案，并进行模拟语言反校。同
时密切监视电网及设备运行情
况，确保重载设备负荷快速转移
和故障快速处置。

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针对夏季气候特点，编制
2019年夏季典型事故预案，配
合省调开展源网荷联合实战演
练，并分批次组织开展市县一
体迎峰度夏反事故演练及DTS
演练，提升地县调调度员的事
故处理和配合能力。

全力保障供电优质服务。
精准预测电网负荷，提前预判
设备重过载程度，引导用户科
学用电，组织相关部门落实有
序用电和限电措施。协同各部

门高效运作。严格落实省调及
公司各项安全措施，及时、准
确、畅通传递信息，强化部门协
同处置机制，共保电网安全运
行万无一失。

同时，针对今后持续高温
湿热和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
气，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将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和电网用电负荷
情况，组织工业用户错峰、避峰
用电，最大限度满足今夏菏泽
地区用电需求，圆满完成迎峰
度夏保供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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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菏泽供电公司最大限度满足市民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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