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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下午，吉林
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九江
大路消防救援站组织指战
员开展车辆、装备器材学
习。 九江大路消防救援
站充分立足灭火救援岗
位和号员分工实际，将指
战员分成驾驶员与战斗员
两组分别开展车辆器材学
习。战斗员分组方面，由
各车号员每人负责讲解其

分管的一种器材，消防站
提前布置任务，并对实战
中应用方法和应用场合进
行讲述，并临场解答其他
消防员的问题，切实发挥
消防员自身岗位分工意识
和主观能动性。经过本次
的车辆、装备器材学习，使
得消防站灭火救援能力整
体水平有所提升。/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九江大路消防救援站
组织指战员开展车辆、装备器材学习

10月15日，吉林市经
开消防救援大队九江大路
消防救援站组织指战员扎
实开展“三防一保”工作，确
保所有车辆装备器材时刻
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为今
后灭火救援工作提供有力
保障。在开展车辆装备器
材防寒防冻工作前，站内干
部针对天气寒冷的实际情
况，引导队员切实增强防寒

保暖意识，防止指战员出现
感冒等疾病的发生，确保指
战员身体健康。就做好冬
季执勤备战工作，接下来大
队要继续深入强化落实“三
防一保”工作，对车辆轮胎
有无鼓包、开裂、过度磨损
等现象，及时调节轮胎气压
以保证最佳使用要求，确保
行车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吕闯报道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九江大路消防救援站
全面开展“三防一保”工作

10月15日，吉林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深
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消防监督检查。此
次检查，重点对加油站的消
防安全制度是否健全，消防
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员工是否接受了消防安
全培训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

检查。就进一步做好消防安
全工作，检查人员提出明确
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消防
安全工作，严格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二是要深入开展
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建立健
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三
是要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学
习消防安全知识。/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深入易燃易爆场所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检查

蛟河市“10·13”国际
减灾日大型广场宣传活动
在蛟河市人民广场举行，蛟
河市消防救援大队与市应
急局、市公安局等多家单位
参加活动。活动中宣传人
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
手册、摆放展板重点围绕

“构建灾害风险适应性和
抗灾力”主题开展新的防
灾减灾宣传活动形式，面

向公众普及各类灾害以及
生产安全、火灾、燃气泄漏
等事故知识和防范应对的
基本技能，提高防灾避险
技能。消防救援宣传工作
的场面浩大、气氛浓厚，有
效扩大了消防宣传的社会
辐射面和影响力，同时增强
了全市居民的防灾减灾意
识，推动了消防安全工作的
深入开展。 /杨轶潘薇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积极参与
“10·13”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

10月14日，蛟河市消
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好又
多超市等公众聚集场所开
展开业前消防安全技术服
务指导。检查过程中，大队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实地查
看了开业单位的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情况，是
否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是

否运行情况。检查结束后，
执法人员要求单位负责人
要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
弦，确保本场所消防安全万
无一失。通过此次开业前消
防安全技术服务指导，进一步
明确了被检查单位的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提升了单位负责
人的消防安全意识，为辖区火
灾防控体系的建设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杨轶潘薇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公众聚集场所
开展开业前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指导

近日，长春公交集团巴
士公司G102路车队和东盛
汽车公司G4路车队党员
及星级驾驶员自费购买了
3000多个国旗口罩，在晨
宇科技城站点举行“献爱
心，创服务”免费赠送口罩
活动。G102路车队和G4
路车队的驾驶员们自费购
买了2000多个口罩免费
向候车乘客发放，为乘客提
供便利，保障乘客安心出
行。“看到雪中送炭一样的

小口罩，我心里暖暖的，我
出门急忘记戴口罩了，原
本以为无法坐公交了，没
想到竟然收到了驾驶员师
傅们送的国旗口罩，让我
能够及时安心地乘车。公
交如此简单又暖心的举
动，真是的为我们乘客提
供了乘车方便和安全环
境，别看只是一枚小小的
口罩，却能解我们乘客的
燃眉之急！”免费领到口罩
的刘女士高兴地说。

“献爱心，创服务”公交驾驶员免费赠送口罩

“最近天气晴好，我们正全力加
紧施工，现在已经进入马路边石、地
砖和路面的铺设阶段……”10月19
日，长春室外依然持续低温天气，然
而桂林路商圈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自今年4月启动招标，结合旧城
改造实施的桂林路商圈核心区域“三
路一街”精品街路改造提升工程已经
进入冲刺阶段。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当日下午
从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城
市管理科了解到，根据目前工程的推
进速度，预计最快10月底竣工，届时
桂林路核心商圈将以崭新的“高颜
值”在长春市民面前亮相。

工程概况>>
2021年长春市朝阳区旧城改造
重点打造桂林路精品街区

今年4月16日，长春市朝阳区
2021年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朝阳区2021年纳
入中央补助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桂林街道—老旧小区设
计）招标公告发布，项目涉及2个老
旧片区改造，分别为同光路东社区、
西康路东社区，区域占地面积25.6万
平方米，区域内地上建筑96栋，总建
筑面积51.99万平方米，涉及住户
5314户。

本次将对桂林路精品街区进行
重点打造，对以桂林路为主，隆礼路、
隆礼胡同、西康路、立信街共同形成
的四路一街网格状街区进行全面重
点地提升改造。力争将老街区打造
为基础设施完备、建筑风格鲜明、文
化底蕴深厚、区域商业繁荣的网红打
卡胜地。

工程计划开/竣工日期为2021年
5月30日至2021年10月30日。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及管线等基础设
施改造、美化提升工程。

记者踏查>>
大型机械和工人
正忙碌铺设地砖和路边石

位于桂林路与百汇街交会处附
近，曾是桂林路商圈的人气旺地所
在，如今这里正经历着“脱胎换骨”式
的蜕变过程。

上午9点50分，记者看到尽管天
气寒意十足，但现场机械声隆隆，不
时有翻斗车、铲车和叉车等设备往来
穿梭。现场工人们正忙碌得热火朝
天，有的在进行地砖的铺设，有的进
行路边石的勾缝……一名工人告诉
记者，正在铺设的地砖具备渗水功
能，今后居民、游客雨天走在上面，再
不会出现有积水的情况。

“现在天气虽然有点儿冷，但同
时也很晴朗，对于我们施工很有利！”
采访中，现场负责人表示，同光路东
社区、西康路东社区属于老旧社区，
改造前的地砖比较陈旧，有不少已经
出现破损现象，雨天容易积水，整个
街路既不好看，也不安全。在改造工
程中，对街路下水、管线等基础设施
进行了清理、更新，确保街路的整洁、
干净，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前来游玩
打卡。

预计再过一段时间，市民会看到
长春市这一著名老街区将大变样，最
终成为基础设施完备、建筑风格鲜
明、文化底蕴深厚、区域商业繁荣的
网红打卡胜地。

彩绘惊艳>>
逼真版海豚集体上墙“抢镜”商圈

“哇，很逼真，很好看！”在百汇街
上，几名工人正在3米高的脚手架上
为楼体上涂料，三只可爱的小海豚在
工人的涂画中呼之欲出，萌萌的样子
吸引不少市民一阵惊呼，驻足观看。

据施工工人介绍，作为旧城改造
的一项，该街区的很多楼宇都是建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房屋外观较为陈
旧。为改善居民人居环境，从10月
开始，施工人员在居民楼外墙空白墙
体绘上海豚、鲜花等卡通图案，粉刷
后，老楼看起来又像新房子了。

据了解，整幅彩绘图案由专业的
绘图人员设计制作。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绘图使用的颜料防晒防水，
最长可保持5年时间。

居民商户>>
期待桂林路老街区
焕然一新早日归来

陈英福今年72岁，一辈子都住在
西康路东社区。他和老伴两人住在2
楼，“这里要改造了，我心里非常期待，
每天都能看到新变化，心里非常高
兴。”老人说，“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
了，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期待能换个
好的环境，安享晚年，盼着老街区早点
亮相。 ”

同样期待的还有附近的商户，经
营米线生意的小杨说，此前桂林胡同
美食街和红旗街的提升改造很成功，
为商圈带来了不小的人气，他也期待
商圈改造后，客流越来越多。

做干果生意的张先生说，桂林路
近年来不断有可喜的变化，对商圈的
商户来说，软硬件上进行升级换代很
必要，政府部门的举动赢得了大家的
支持，商户也以期待的心态谋求改
变。“希望人气旺可以转化成财气。”对
于桂林路老街区即将再度变身，张先
生和所有商户都很期待。

街道回应>>
预计最快10月末街路竣工通车

作为长春桂林路商圈核心区改造
提升工程的组织单位，记者从长春市
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了
解到，目前工程有序推进，正在加紧基
础工程的建设和路网的铺设，预计最
快10月末有望竣工通车。

而就在一个月前的9月10日，朝
阳区桂林路街道曾专门召开会议，明
确持续推进辖区改造建设工作。结
合旧城改造实施桂林路商圈核心区
域“三路一街”精品街路改造提升工
程，共计13个施工标段。目前11个施
工标段已进场施工。另外，在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方面，仅第一季度，
辖区内就有10个单元签署了代理协
议，实现了开门红。截至目前，全街
共有20个单元签署了代理协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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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砖铺设中

现场正在施工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