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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40个家庭在天津东疆湾

帆船帆板运动基地集结。随着启航笛

的鸣响，2019 中国家庭帆船赛天津站

正式开幕。

还在读小学的参赛选手小悦悦

说：“在比赛前的几次培训中，我学到

了很多风向以及水流知识，这让我对

驾驶帆船更有信心。学习帆船让我开

阔了眼界、结识了朋友，收获很大。这

次爸爸让我做船长，虽然被晒黑了许

多，但是我真的很开心！”

文/记者 赵贤钰 图/记者 何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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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堂
——注意预防一氧化碳中毒！④

四、中毒后应该怎么做？

1.自救。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心悸、乏力、嗜睡等轻度中毒症状时，要设法

离开现场，呼吸新鲜空气，并呼 叫他人速来

相助。

2.他救。一旦发现一氧化碳中毒者，救助

者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进入室内，立即打开门

窗通风，迅速将病人转移到通风保暖处平卧，解

开衣领及腰带以利其呼吸顺畅。同时呼叫救护

车，随时准备送往有高压氧舱的医院抢救。如

病人已昏迷，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以防窒息；

如有呕吐，应及时清理口鼻内的分泌物；如有窒

息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

如发现是燃气泄漏，应立即关闭灶具开关，切勿

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以免引起爆炸。

五、有哪些预防中毒的措施？

1.用煤炭取暖的住户，室内火炉必需安装

烟囱，烟囱结构要严密，排烟排气良好。空气

湿度大、气压低的天气应格外注意，室内门窗

不要封闭过严。

2.使用管道煤气时，要防止管道老化、跑气、

漏气，烧煮时防止火焰被扑灭，导致煤气溢出。

3.不要在密闭的房间内吃炭火锅、炭火烧

烤或使用固体酒精等，注意门窗通风。

4.不要躺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汽车内

睡觉。

5. 使用燃气热水器时，禁止将燃气热水器

安装在洗浴房间内。应将其安装在洗浴房间外

靠近窗户的地方或室外。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日

前，滨海新区公安局新城派出所连续破获两起

入室盗窃案件。

2019年9月2日12时许，报警人来到新城

派出所报警称，其存放在家中床头的一部手机

被盗，手机中微信钱包里的980元被转走。经

走访周边群众、沿途调取视频监控，办案民警

很快锁定嫌疑人。19时30分，民警在一小区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祁某当场抓获，从报案到抓

获嫌疑人不超过8个小时。经讯问，犯罪嫌疑

人对其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9月3日，祁

某已被刑事拘留。

2019年7月1日，新城派出所也曾接群众

报警，称笔记本电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处置，随即立案开展侦查，并通过犯

罪嫌疑人在现场遗留物证进行比对，锁定犯罪

嫌疑人。2019年9月3日，办案民警会同滨海

新区公安局网安支队、刑侦七大队在津南区一

网吧内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抓获。9月4日，

胡某某被刑事拘留。

居民手机不翼而飞
民警用8小时破案

两度成为“葡萄王”

葡萄熟了！眼下正是滨海新区茶淀

街葡萄丰收的季节，各村到处是一片繁忙

景象。果农们纷纷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将

辛勤种植的玫瑰香葡萄出售给慕名而来

的各地葡萄客商。而在茶淀街前沽村刘

胜亮的葡萄地里，一串串密匝匝的葡萄缀

满枝头。天刚蒙蒙亮，刘胜亮就起床了。

他来不及吃早饭，就骑上那部 250 摩托

车，来到自己的葡萄园里，一垄一垄地看、

一块一块地查。看着满架的葡萄，刘胜亮

不禁喜上眉梢。

今年43岁的刘胜亮是土生土长的茶

淀人，从16岁起就跟着父辈们下地种葡萄，

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他种的葡萄不用

除草剂，完全是人工一根一根拔草。他先

后到山东、辽宁、浙江等葡萄种植比较早的

兄弟省份学习整枝修剪、肥水管理和病虫

害的防治等技术。严格的管理让他的葡萄

口感好、品质佳，也助他在2017年的葡萄节

上一举夺魁，获得了“葡萄王”的称号。

2018年，刘胜亮再次参赛，“葡萄王”

的称号被王维荣获得，刘胜亮获得了金

奖。今年，刘胜亮再次提高葡萄种植品

质，打败了王维荣，获得了“葡萄王”称号。

“葡萄王”的标准越来越高

日前，记者在田头见到他时，刘胜亮

的全身衣服已经湿透，白T恤紧紧贴在身

上，脸上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地往下流。

葡萄园里面的温度要比室外高好多，待久

了会使人胸闷气短。“从现在开始将进入

一年中的最忙两个月，每天只能睡五六个

小时。”刘胜亮告诉记者。

刘胜亮种了二十多年的葡萄，是当之

无愧的行家里手。所以，每一季、每一天，

他都要亲自待在田间地头，看着一颗颗小

葡萄长成熟。葡萄成熟了，工作还没有

完。采摘、装箱、运输，每一步都不能少。

刘胜亮告诉记者，从少年时起，他就和

父辈一起种葡萄。可是第一年葡萄种出来

之后，他却发现种葡萄没有那么简单。首

先是葡萄产量不高，其次收益很低。2007

年，当时的茶淀镇第一次举办葡萄文化旅

游节，刘胜亮还记着当时的盛况。“游客蜂

拥而至，葡萄地里全是采摘的游客，剪葡萄

的剪子都不够用，家里的所有人都来帮

忙。忙乱中，少收了好几笔钱。”刘胜亮说，

当年“葡萄王”的葡萄要比自家的葡萄贵一

倍，但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刘胜亮下决心

提升品质，争当“葡萄王”。

如今，随着葡萄节的名气越来越大，

“葡萄王”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刘胜亮如

今种的葡萄品质得到了农业专家的认可。

小葡萄引领乡亲致富路

如今，每天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刘胜

亮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网上接单。通

过前几届葡萄节的推荐，去年刘胜亮接待

了不少采摘的客户。今年，葡萄刚丰收，

客户们就通过刘胜亮的微信朋友圈下单

订购了。路途近的，刘胜亮就集中给送

货；路途远的，就得依靠快递了。

刘胜亮说，为了帮助种植户扩大销

售，从2017年开始，茶淀街和顺丰快递达

成协议，茶淀的葡萄种植户往外地发葡

萄，邮费打7折，差额部分由街道补贴，这

下极大地降低了种植户的成本。为让葡

萄能够完好无损地送达客户手中，茶淀街

还找了不少业内人士共同探索包装之道。

刘胜亮种葡萄致富的事迹改变了村

民们的传统种植观念，大家纷纷向他取经

学技术。刘胜亮不仅毫无保留地将种植

技术传授给前来学习的村民，而且还经常

到种植户的葡萄园进行现场指导，还靠着

小小的微信朋友圈帮自己和周边的农户

销售葡萄。

如今，茶淀街建设了茶淀牌玫瑰香葡

萄电子商务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产销

供一条龙，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目标。葡萄旅游、葡萄酒酿造、葡萄深加

工，小葡萄撬动大产业的崭新格局正在逐

步形成。

第十二届滨海茶淀葡萄文化旅游节开幕 重要奖项花落名家

“葡萄王”的甜蜜事业
■ 时报记者 刘芸 报道 贾磊 摄影

时报讯（记者 张智）晴热的天气马

上就要告一段落，据气象部门预报，未

来一周，新区气温将出现明显波动，最

高气温可降至 25℃。周初还可能迎来

一场阵雨。

8日，新区晴热天气继续，最高气温

达到34℃，白天燥热明显。据滨海新区

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的天气舞台又不

平静，晴热天气将告一段落。9 日开

始，天气就将转为多云，白天最高气温

为 29℃，夜间至 10 日，弱冷空气还可

能 带 来 一 场 阵 雨 ，与 教 师 节 不 期 而

遇。届时，气温将进一步下降，最高气

温为26℃。

目前来看，未来一周，新区天气以

阴天、多云为主。11日、12日两天，气温

小幅回升，最高气温预计在 28℃上下。

13日至周末，最高气温又将下降至26℃

上下。其中13日刚好是中秋节，阴天的

影响下，赏月可能将受到影响。

眼下已是“白露”节气，气象资料显

示，该节气内，天津平均降水量为19毫

米，平均气温为22.5℃ 。

晴热告一段落
开启阴云模式

“2019年的‘葡萄王’是刘胜亮。”在9月8日举办的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第十二届茶淀葡萄文化旅游节上，随着主持人的宣布，刘胜亮激动地挥舞着
双手走上领奖台，捧起了奖状。这个“葡萄王”的称号，2017年，刘胜亮曾经获
得过，但是去年却和这个荣誉称号失之交臂，今年他又夺了回来！

时报讯（记者 田敏）“太不方便了！”近日，

市民李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频繁停供中

水，至今已有半年之久，给业主生活造成了极

大的不便。业主曾向物业求助，但不知何时能

恢复正常供应。

市民李先生是首创国际城11号楼25层的

住户，他告诉记者，小区中水断断续续停水已

近半年时间，“一停中水，就只能用盆接自来水

冲厕所，浪费也不方便。”李先生说，中水停供

后，业主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他们向物业反映

过此问题，但效果不明显，至今也没完全恢复，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针对业主反映的情况，记者立即与小区

物业取得了联系。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李

先生家中中水时有时无是因为该小区内中水

主管道出现多个漏水点，由于水管埋得较深，

管道漏水点不好查找，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

排查，所以造成断断续续的停水时间较长。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此前维修后发现仍

存漏水点，因此目前还在继续维修新的漏点，

争取尽快彻底修复完成，到时业主就可恢复

使用中水。

家里中水反复停
业主生活受影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以窃取

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关或者金

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

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

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

严重的行为。”滨海新区公安局网安支队

有关负责人表示，数据化的公民个人信

息在网上越来越多，大大降低了公民个

人信息泄露的门槛，在“数据就是财富”

的利益驱使下，只要能接触到公民个人

信息的行业或岗位，就有出现“内鬼”的

潜在可能。今后，滨海公安机关将继续

全力打击此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公民

合法权益。

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 天气预报

新区警方连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多个“内鬼”被抓

日前，记者从滨海新区公安局
获悉，今年来，滨海新区公安局始终
对网络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全力开展“净网2019”系列专项
行动，重拳打击涉网刑事犯罪活动，
不断规范网上秩序。截至目前，共
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6起，
破案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

2019 年 3 月 15 日，滨海新区公安局

黄海路派出所接到东丽分局转递线索，

某公司有员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新区

公安局网安支队立即配合黄海路派出所

开展侦查工作，迅速锁定了该公司员工

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网安支队工作

发现，2018 年 12 月至今，晁某利用其在

公司担任客服部员工之便，非法获取打

车软件司乘人员信息，通过微信多次向

陈某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达500余条，共

同获利3000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晁

某、陈某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19年6月4日，新区公安局网安支

队通过工作发现洞庭路一旅馆内有人疑

似通过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新村派

出所接到转递线索后对该旅馆进行检查，

发现旅馆工作人员刘某通过手机上网购

买公民个人信息并找他人发送广告短

信。新村派出所依法传唤刘某接受讯

问。据刘某交代，网安支队会同新村派出

所于6月27日在江苏省镇江市将刘某的

上线支某某抓获。二人现被依法拘留。

2019年6月20日，和风路派出所会同

网安支队对一条侵犯公民信息的线索核查

发现，吕某在互联网上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60余条用于某游戏平台刷单。民警循线侦

查发现，其表弟李某也多次购买公民个人

信息用于互联网游戏平台刷单业务。后在

李某家中的个人电脑中发现公民个人信息

逾2000万条。李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

根据李某的交代，办案民警于7月5日在广

东省东莞市将其上线邓某抓获。

员工贩卖客户信息被拘留

购买公民信息用于刷单

案例

2案例

3案例

说法

购买他人信息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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