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发现，开发商建
设环节是消防最大的隐患。

消防建设不合格就售房

新世界商贸城商住楼在
消防建设不合格的情况下就
将房屋交付使用，仅2011年A
座就曾发生过两次火灾。走马
楼社区综治专干李卓称，当初
开发商没有按照消防设计图
纸施工，“业主们在消防建设
不合格的房屋里住了好几年
了， 现在又不能把房子拆了，
问题就难在这里。”

张树亮介绍，活力康城是
另一种情形。该小区于2007年
交房，尽管有五年的房屋质量
维保期，开发商却于2010年就
注销了公司，导致业主们在发
现楼盘消防质量问题时无法
正常维权。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像新世界商贸城这样建
设不合格就售房，以及开发商
在房屋保修期内注销的现象
并非个案。

不少业主认为，房屋在交

房前会有消防部门进行消防
竣工验收，只要开发商不恶意
违规， 房屋安全就会有保障。
然而，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高级工
程师帅卫红介绍，一些楼盘只
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只在已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
验收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
象进行备案抽查。

后期物管不严滋生问题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监
督管理科科长高涛介绍，物业
公司对管理区域内的公共消
防设施负有监管责任。 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环节的消
防现状并不乐观。

都市春天5单元的一户业
主就对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服
务不满意，他称楼道入口处的
门已经坏了， 大家能随便进
出， 家门口贴满了小广告，消
防栓里的消防设施也容易被
人拿走。

根据相关消防法规，物业

服务企业对占用、堵塞、封闭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
通道的行为未及时劝阻或报
告的，将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

受访市民普遍认为，消防
通道被车占， 消防设施被盗，
是因为物业不尽责，甚至放任
车辆占据消防通道。

住户不主动关注消防设施

帅卫红指出，居民掌握消
防知识与灭火技能，也是减少
火灾事故的重要一环。

“你会不会使用灭火器?”
“知道消防总阀在哪里?”“你
有没有检查过小区的消防设
施？” 记者就此在一小区随机
采访了10位市民，会使用灭火
器的仅3人， 没有人在自己家
中配备灭火器，更不会主动去
检查小区的消防设施。

“大家各扫自家门前雪，
顶多看下门口的消防栓有没
有水，谁会去检查小区的消防
设施。” 家住锦绣华天的刘女
士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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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很多高血压病人尽管平时忌

盐、忌肉、不能熬夜、不能生气、不能
这个，不能那个，但最后还是头昏眼
花，胸闷乏力，晚上失眠了，甚至性
功能都下降了， 最要命的是并发症
也不断出现，脑出血、猝死、心肌梗
塞、脑血栓、肾衰竭，哪一条都能要
人命。 为什么吃了 10多年的药，受
了 10多年的罪，最终还是无法摆脱
高血压噩梦一般的折磨， 直到被高
血压并发症夺去生命？

近日， 高血压绿色食疗科普书
籍《吃菜降压》为高血压病人详细讲
解健康人为什么不得高血压以及高

血压病的来龙去脉。

一本书也许能改变高血压患者
的命运

由中国佰草通源中老年慢性病
研究中心推出的《吃菜降压》一书，由
于观点新颖，内容详实、学术严谨及
图文并茂、浅显易懂，一面世即受到
全国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 这本书不
仅让医学界找到了攻克高血压的一
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个高血压
病人增强了信心，充满了战胜高血压
的希望。

● 它是一本高血压患者必须要
读的全新书刊， 它也许能改变高血
压患者的命运，并且此书在湖南省

是免费赠送的；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正式通过

绿色食疗方法康复高血压的指导教
材，让广大高血压患者通过对高血压
食疗方式的深入了解，从而让自己摆
脱降压西药的危害，达到少吃药甚至
不吃药的目的。

●该书介绍了国内最新的高血
压治疗方法， 并完全超越了传统的
治疗方法。

很多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在认真
阅读了这本书后，都深有感触的说：
“高血压病人可以不吃降压药，但一
定要认真看看这本书。

如何走出高血压治疗潜规则

吃药降压，似乎已经成了高血
压病人的“潜规则”，多数重症患者
甚至把降压药片当饭吃，然而，当你
庆幸血压降下来时，心、脑、肾等其
他部位却发生了并发症，导致脑梗、
心梗、 中风或者肾衰竭。 另一个更
惊人的现象是， 许多患者在同时服
用药效相同而名字不同的多种降压
药物， 在重复服药的同时不仅增加
了发生低血压或药物中毒的风险，
而且大大增加了副作用的危害！

治疗高血压， 必须严格控制使
用降压药， 避免毒副作用的二次伤

害，争取用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的绿
色食疗方法取代传统的降压药，使
人体自身血压调节机制得到全面恢
复。 这就是本书想告诉所有高血压
病人的话！ 湖南省的高血压患者如
果想了解更详细的高血压食疗方
法， 想通过吃菜降压的绿色食疗方
法控制高血压， 并且学习更多高血
压康复知识，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
可以免费得到这本价值二十多元的
科普新书，本次活动仅限前 300 名
电话报名者，送完即止，望广大高血
压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读懂这本书，二十年的高血压有望治好———吃菜降压绿色疗法全国推广

《吃菜降压疗法》湖南省免费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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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起火灾背后藏人祸魅影
消防通道被占、消防设施“缺胳膊少腿”，长沙多小区存隐患

3月下旬， 长沙左
岸春天小区一家三口
因火灾殒命。

这个春天，长沙市
已累计发生火灾事故
1086起，死亡11人。

火灾猛于虎，防患
于未然。长沙各小区的
消防现状如何？记者走
访发现，消防设施不齐
全、 消防通道被挤占、
个人消防安全意识薄
弱等潜在隐患突出。其
中，一些曾经发生过火
灾的小区，依然存在着
消防安全问题。

为此，我省日前出
台了《湖南省消防安全
不良行为公布制度（试
行）》，制约消防安全违
法违规行为，本月起将
对这些行为进行公示。

■记者 黄定都

帅卫红透露， 为督促单位
和个人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我
省日前出台了《湖南省消防安
全不良行为公布制度（试行）》。
从本月起， 将每月对外公布单
位和个人的消防安全不良行
为。损坏消防设施、占用消防通
道逾期不改， 这些行为将会影
响银行贷款。

4月8日， 记者再次来到长沙市开福
区德雅路左岸春天小区C1栋701房，火灾
后，房间内凌乱地摆放着被烧糊的物品，
客厅的窗架完全被烧毁， 窗户玻璃碎了
一地。 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 火灾发生
后，消防官兵迅速赶到，但由于小区的私
家车乱停靠， 导致消防车长时间难以进
入现场。更无奈的是，消防车靠近后，消
防栓里刚开始竟然没出水。

私家车侵占“生命通道”

4月12日， 芙蓉区长房德政园小区。
楼房的外墙挂有醒目的标识： 消防通道
禁止停车。但记者看到，消防通道上一字
排开停满了私家车。

长房物业经理刘晓说， 小区车位不
足，导致消防通道遭侵占，“小区有200余
台车没地方停，除了停在消防通道上，还
有一部分车晚上停到了大街上。 万一小
区发生火灾，只有通知车主把车移开。”

因消防通道被占而延误救火的事情，
此前就有过沉痛的教训。去年3月21日，天
心区欧园小区发生火灾， 可小区消防栓没
水，消防车又被私家车堵在小区外，消防员
只好拿着灭火器和桶、盆取水灭火。

12日下午，记者重返欧园小区发现，
去年的火灾并没有引起居民的警醒，小
区内竖立的“全路段禁止停车”的指示牌
下，许多车辆仍照停不误。

消防设施“缺胳膊少腿”

13日上午， 在岳麓区枫林美景小区
内。记者连续查看了多栋楼层的消防栓，
发现水枪和水带上没有金属接口， 只剩
下光秃秃的水带，一旦发生火灾，没法和
出水阀连接上。小区安保王队长说，接口
可能被人拿去卖给废品店了。

在新世界商贸城商住楼、都市春天两
处楼盘，更为吃惊的是，这两处楼房部分
楼层的消防水枪、水带全不见。都市春天A
座5栋16楼一户业主甚至在楼道内违规私
设了一道防盗门，将消防栓圈在了里面。

去年3月，雨花区活力康城曾发生火
灾， 当时救火的居民发现消防栓里没有
水。13日下午， 记者走进该小区一栋楼
内，打开消防栓箱门，拧开出水阀门，仍
旧没有水。物管处经理张树亮解释，因小
区的消防栓管道有问题， 而维修资金没
有申请下来，他们把总阀门关了。

消防安全不良行为
每月公示
逾期不改将影响贷款

… 原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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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环节成消防最大隐患

记者调查
发现， 长沙多
个小区存在消
防安全隐患，
虽然地上写有
消 防 通 道 字
样， 但仍有车
辆随意停放。
（资料图片）

去年长沙市共发生火灾
2548起，死亡11人。而今年第
一季度， 全市已累计发生火灾
事故1086起，死亡11人，经济
损失79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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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
凌晨5点28分， 长沙市

开福区德雅路左岸春天小
区C1栋701房发生火灾，业
主戴兴隆一家三口都未能
逃过一劫。

3月30日
长沙市雨花区山水花都

的八楼住户家中发生强烈爆
炸并燃起大火， 被烧伤的女
房主在试图逃生的过程中，
不慎从八楼坠下。

4月6日
位于长沙市侯家塘红

旗区的一间杂货铺发生火
灾， 不仅店内物品烧尽，隔
壁的店面和楼上住户都连
同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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