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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管理规定要求，作为燃气管道

企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通气前，须

验核“安装合格证二维码”，若居民用户存

在以下7种问题，燃气公司将不予通气：

1.燃气管道、燃气表、燃气燃烧器具必
须安装在厨房环境内，其他位置不得安装
任何燃气管道和设施，否则不予通气。（依

据 ：《城 镇 燃 气 设 计 规 范》（GB50028—
2006）10.2.14内容）

2.开放式厨房不预开通燃气，必须装
门隔断。（依据：根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

安 装 及 验 收 规 程》（CJJ12—2013）4.2.1、
10.4.4 内容，使用燃气的厨房必须与其他

区域有效隔断）

3.表后燃气管道利用镀锌管暗埋的，
不予通气。（依据：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GB50028—2006）10.2.31和《室内燃气

管道安装与验收标准》3.3.4 相关内容，室

内燃气管道一般不采用暗埋方式，如需暗

埋的，必须使用燃气专用不锈钢管、铜管、

铝塑复合管等，且暗埋部分不得有机械接

头。而使用镀锌管进行暗埋的，其暗埋部

位、转角部位、进出墙部位不可避免的会

产生接头）

4.严禁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安装使用
燃气，在验收时不予通气。（依据：《家用燃

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
第 4.1.2规定：使用人工煤气、天然气的燃

具不应设置在地下室。）

5.地上车库层低于2.2米的，无独立

厨房环境的，不具备通风条件的，不得安
装燃气且不予开通。（依据：《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GB50028—2006）10.4.4 内容，安

装燃气灶具的房间净高不得低于2.2米。）

6.表后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安装，
必须选择有资质的安装队伍。燃气燃烧

器具的连接管，建议使用不锈钢金属波纹

管。（依据：根据镇燃办【2018】2号文件《关

于在我市市区燃气行业实行“燃气器具安

装合格证二维码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

要求）

7.燃气燃烧器具企业在完成安装工作
后，必须进行自检测压。如在镇江华润燃

气进行通气验收时，发现因器具安装存在

违规或泄露隐患的，不予开通送气，且一

切后果有燃气燃烧器具企业承担。镇江

华润燃气及时将相关信息上报市燃气管

理办公室处置。（依据：根据镇燃办【2018】2
号文件《关于在我市市区燃气行业实行

“燃气器具安装合格证二维码信息管理系

统”的通知》要求，燃气燃烧器具企业在完

成安装工作后，必须进行自检测压）

广大燃气用户在装修时应关注以上 7
条不予通气的情形，避免燃气管道和设施

安装不规范行为的产生。请广大消费者

在购买燃气燃烧器具时选择已取得燃气

燃烧器具销售资质企业的产品，并请具有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的单位

和有资格的从业人员进行安装。具体名

单如下：

镇江市区燃气燃烧器具（家用）销售备案企业名单
详细信息可访问网址：http://jsj.zhenjiang.gov.cn/xxgk/gsgg/201802/t20180202_1947224.htm
进行查询。
镇江市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名单：
详细信息可访问网址：http://jsj.zhenjiang.gov.cn/xxgk/gsgg/201802/t20180202_1947224.htm
进行查询。

我市燃气器具实行二维码管理
燃气管道设施安装必须严格规范

长期以来，因燃气器具安装不规范或
使用不当，导致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事故常
有发生。轻者造成财产损失，重者导致人
员伤亡，乃至建筑物损毁。为了有效降低
户内燃气事故发生，保障镇江市民生命财
产安全，镇江市燃气管理办公室表示，4月
1 日起，镇江市区（含镇江新区、镇江高新
区、丹徒区）试行燃气燃烧器具二维码管
理。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江苏省燃
气管理条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
规定》(原建设部73号令)等规定，燃气燃烧
器具的生产、销售单位应当依法设立或者
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
的安装维修人员，并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取
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安装维修人员安装、
维修完燃气燃烧器具后，应当进行检验，检
验合格的，应当给用户出具（二维码）合格
证书（包含企业名称、地址、电话、时间、企
业公章、安装维修人员签字）。

7种情形不予通气

华润燃气备注：简单讲，原来

装表即通气。现在根据燃管办二维码

管控要求表后管道及燃器具都必须有

资质的安装人员安装好后，我方通气时

检查表后管道符合安全规范和对用气

设施扫码检查合格后才能通气。原来

这些隐患之后才能发现，现在通气前已

经发现。违反安全规范有安全隐患不

予也不能通气。

郁郁葱葱的蔬菜田里，秦
新华正在对已收割完的莴苣田
锄地、松土，准备下一季蔬菜
的播种。很多地块经过翻耕、
平整与种植，刚刚长出来的娇
嫩幼苗显得翠绿爽眼。“最近几
天莴苣和牛心包菜长势太好，
每天我都要忙到晚上 9点多钟
才回家吃饭……”秦新华向记
者介绍。

今年 59 岁、家住和平路街

道金泉社区的秦新华，活了大
半辈子，从来没去外面打过工、
上过班，一直都和土地为伴。
在他看来，耕种就是自己此生
最重要的事业。老宅拆迁后，
搬进了崭新的公寓楼，“可离开
了土地、锄头、钉耙，就是觉得
不适应。”此后，秦新华夫妇就
在附近的荒地上重新开始了自
己的“事业”，让这片不毛之地
成为一片绿洲。记者看到，整
齐的菜地里分别种着青菜、包
菜、韭菜、土豆、黄瓜等十多个
品种的蔬菜……

种菜，是辛苦的体力活儿，
更需要耐心、细心乃至爱心。春
秋季节，每天天刚亮，秦新华夫

妇就要下地除草、施肥、浇水，中
午回家简单吃完午饭后，1点多
钟又要出门，因为这个季节要
给黄瓜、丝瓜、番茄搭架子；夏
天就要给小青菜安装防虫网，
一年到头闲不下来。“为了保证
蔬菜的新鲜口感，等菜上蒙了
一层露水后，我们凌晨三四点
钟就得起床去摘菜，然后一早
送去菜场卖。”秦新华说。由于
菜地地点偏僻，没有路灯照明，
两口子就特地买了戴在头上的
头灯，用于干活照明。

“种菜卖菜，最重要的是不
能丢了良心。”妻子陈桂花说，自
家的菜基本不打农药，即便非打
农药不可，也是要等过了药性才

采摘上市，夏天虫子多的时候，
就在田里安装防虫网。她介绍，
采摘好的菜每天都是由丈夫骑
电动三轮车送往他们设在王家
巷菜场的摊位售卖，位置就在菜
场二楼中梦生活馆对面，“因为
是自家种的菜，我们的成本就是
自己的力气，所以菜价要比菜贩
子的价格低一些。

“女儿心疼我们，经常劝我别
再种菜了，可我种菜卖菜不仅能
补贴家用，给孩子们减轻负担，还
能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老
两口确实喜欢种地啊，闲在家里
就会浑身难受。等到了实在干不
动那一天再说吧。”言语间，秦新
华脸上露着充实的微笑。

我们在基层
寻访劳动之美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秦新华夫妇：种菜是体力活，更是“良心活”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昨天，近百位瑜伽
爱好者齐聚南山文苑，
在南山“城市氧吧”中
健 身 运 动 。 当 日 ，是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
天，瑜伽爱好者通过亲
近自然、健康运动的方
式度过假期。

陶春 辛一 刘林琳
摄影报道

“健康杯”羽毛球赛收拍

昨天，由市体育馆主办，市羽毛球
协会承办的“体育伴你行”——镇江市
第二届“健康杯”羽毛球比赛在健康路
体育馆圆满结束。此次比赛是体育馆
建馆40周年公益嘉年华活动之一，吸
引了近300名羽毛球爱好者参与。

文雯 贺莺 摄影报道

乐迷丢失汽车钥匙
警方官微寻到失主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镇江警方了
解到，乐迷李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几口
人来到音乐节“嗨”歌，不慎丢失了一
串钥匙，好在民警及时伸出援手，一串
重要的钥匙最终物归原主。

警方介绍，4月 30日下午 2时许，
一位热心的乐迷捡拾到一串钥匙，随
后交给了丹徒公安分局城区派出所民
警马金泉，他随即向音乐节安保指挥
部汇报，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民警沈中
一检查钥匙后发现，这串钥匙由一把
汽车钥匙和数把房门钥匙组成。

他立即拍了数张钥匙的照片，随
即发布了一条失物招领的微博。大概
十几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满头大汗
地跑到指挥部来找钥匙，沈中一核实
了这把钥匙的主要情况，确定面前的
这人就是失主后，将钥匙还给了他。

（景泊 马镇丹 曹伦平）

今年我市将创建至少200家
省级餐饮质量示范店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市
餐饮安全监管工作会议获悉，2018年
我市将全面启动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
工程，建成至少 200家省级餐饮质量
示范店（食堂）以及3个省级餐饮质量
示范街（区），重点开展机关食堂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食品安全信息公示专
项检查、爱国卫生食品安全集中整治，
持续开展对“一非两超”问题的监督检
查及专项治理。

2017年，我市持续推进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全市完
成量化评级餐饮服务单位11777家，其
中优秀等级440家、良好等级8389家，
分别占已评定单位的3.74%、71.23%，
良好以上比例居于历史高位。

当天的会议向新获得文明城市
“双美双优”示范宾馆 （饭店） 称号
的镇江市白玉兰酒店，以及新获得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A级单
位”称号的餐饮单位授予了命名铜
牌。会议还部署了高质量推进市政府
民生实事——学校、养老机构食堂

“明厨亮灶”工程覆盖率达到 85%等
其 他 餐 饮 安 全 监 管 重 点 工 作 。

（胡冰心 李世荣）

海事整治六圩河口
水域通航秩序

本报讯 日前，镇江海事局在长江
六圩河口水域开展的为期 40天的通
航秩序集中整治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桃花水的到来，长江水位上
升较快，水流较急，事故险情出现上升
苗头。当日上午，长江六圩河口水域
船 舶 流 量 逐 渐 增 大 ，海 巡 06310、
06319两艘海巡艇抵达该水域并开始
对现场船流进行疏导，宣传六圩河口

“环岛航法”。在当天的集中整治行动
中，执法人员还对六圩河口出口下水
船舶违章行为进行重点关注和重点整
治。 （刘铸 刘玉宝 曾海蓉）

百人瑜伽
度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