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暖不当，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多发

煤球“好毒”，一周致 7人死亡3人昏迷

晨报讯（记者 范丽丽 通讯员 韩振

华）28 日下午， 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总部急诊科

了解到，一周之内仅该院急诊科接诊的一氧化

碳中毒事件就有 5 起，其中 7 人死亡 3 人昏迷。

“27 日当天就有 2 户居民发生一氧化碳

中毒，钜桥镇王寨村 52 岁的王女士和一个 9

个月大的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一对七十

多岁的夫妻仍在抢救中。 看到这么多人一氧

化碳中毒，我感到非常痛心。 ”28 日下午，市

人民医院总部急诊科科长纪燕玲对记者说。

纪燕玲表示， 这 5 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均发生在淇滨区周边农村使用蜂窝煤或木炭

取暖的村民家中，且中毒者均为老人和孩子，

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 9 个月。想借助《淇河晨

报》提醒广大读者：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时，

一定要安装烟囱， 且烟囱口处一定要有挡风

板，防止外面的风倒灌；切记不要烧炭取暖。

此外， 市区的居民要防止燃气壁挂炉天然气

泄漏。 往年我市有多起城区居民使用壁挂炉

洗澡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发生。

若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 应立即将中

毒者转移到空气流通处，并注意保暖；如有昏

迷或抽搐者， 可在其头部置冰袋， 并拨打

120，及时将中毒者送往医院治疗。

盛世佳苑开工

奠基火车站旁

13 万平方米

新古典主义

建筑群面市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今

年秋天， 淇滨区北部一个高品

质小区以华丽之姿跃入众人视

野。 它不仅是一个 13 万平方米

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群， 也是一

项可以传世的经典项目， 这就

是由市福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倾力打造的盛世佳苑小区。

12 月 28 日，该项目开工奠基。

12 月 28 日上午，盛世佳苑

的开工奠基仪式在喜庆的鞭炮

声中正式开始。 与平常的庆典

不同， 这个仪式上既没有红地

毯和鲜花，也没有文艺演出，更

没有高高矗立的主席台， 只有

几幅喜庆的大红条幅装饰在工

地现场。 在向到场嘉宾表示欢

迎时， 市福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锋动情地说，从

上到下都在提倡一切从简 ，他

们非常支持这项倡议。 他们会

把精力集中在项目建设上 ，日

后为所有选择盛世佳苑的业主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蒋锋说， 盛世佳苑小区低

密度、高绿化，院落式组团的景

观设计，使小区整体错落有致。

“盛世佳苑面市后，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 它将改善火车站区域

板块的人居环境， 引领新区北

部生活配套服务的全面升级。 ”

蒋锋还说， 他们一定会严

把工程质量， 把盛世佳苑打造

成鹤壁的人居典范。

29 日晚，“淇水酒业”2012 年度中外拳王争霸赛·鹤壁站比赛在市千鹤之舞体育馆举行。 此

次赛事由市体育局、武林风国际俱乐部主办，市邮政局承办，共 9 场比赛，其中 2 场为国内精英

对决，其余 7 场为中外拳手对决，中国选手全部获胜。 图为比赛现场。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201314”结婚潮

酒店婚宴

预约爆满

婚庆忙得

不亦乐乎

□

晨报见习记者 刘倩倩

2013 年 1 月 4 日，因

谐音“爱你一生一世 ”的

美好寓意，使得不少新人

选择在这天跨进人生新

的旅程。 12 月 30 日上午，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酒

店及婚庆公司发现，酒店

婚宴餐饮预约几乎没有

空位 ， 婚庆公司也表示

“电话络绎不绝”。

当天上午， 淇滨区御

花园酒店的厨师长向记者

介绍，为了迎接结婚潮，酒

店做足了准备工作， 尤其

是在餐饮原料上，“做好这

些工作， 为的就是让新人

在享受幸福浪漫的同时，

也能吃得放心。 ”

当记者询问还能订到

婚宴宴厅吗？ 酒店工作人

员表示：“我们酒店一共能

接待 60 桌客人，现在已经

订满了。”这名工作人员还

告诉记者， 新人预订婚宴

一般会提前半年， 有人甚

至一年前就开始预订了。

酒店婚宴宴厅已一位

难求，同样，各个婚庆公司

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很多

人从去年就开始打电话咨

询了。”鹤鸣婚礼策划机构

负 责 人 说 道 ：“毕 竟

201314 有‘爱你一生一

世’的寓意，所以很多新人

选择在这天举行婚礼 ，让

婚礼充满纪念意义。当天，

我们已预约了四场婚礼。”

记 者 随 后 来 到 智 慧

鹤壁 （行政服务大厅新

址）二楼 ，民政局窗口负

责办理结婚证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元旦 3 天假

期后 ， 第一天上班就是

“201314”， 准新人不用预

约 ， 双方各自带着身份

证 、 户口簿前往登记即

可。 办理结婚登记从 8 时

30 分开始，如果登记人数

过多，民政局窗口会加班

为准新人服务 ，同时还会

增加工作人员 ， 做好引

导 、解答疑问、维持秩序

和人员安全保障等工作。

该工作人员还建议准

新人避开上午 9 时到 10

时的登记高峰期， 错开时

间领证。

租车过节走俏 元旦假期租价不涨

租车前看车辆是否有保险，明确责任划分

租车市场火爆

“元旦假期，我大学时的室友要来看我。到

时肯定要带着同学四处转转，考虑到没车不方

便，我准备租辆车。 ”淇滨区的刘先生近日接到

同学要来访的电话后，就开始计划着租辆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元旦假期中，像刘

先生这样有租车计划的市民还真不在少数。其

中以走亲访友和自驾出游为目的的租客较多。

107 国道附近某汽车租赁公司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近两年来，随着市民用车需求逐

渐增多，租车已经成为市民出行的一种新的时

尚，在节假日期间，这种需求更加旺盛。“马上

就到元旦了，许多市民提前几天就已经订好了

车，目前我们能提供的仅剩一辆越野车，如果

想租其他车型的话，只能等到明天看具体情况

再说了。 ”

在兴鹤大街北段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内，工

作人员也表示， 公司车辆基本上都租出去了，

目前只剩一辆面包车对外租。“从元旦前夕一

直到元宵节之后， 是汽车租赁市场的旺季，基

本上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咨询。 ”工作人员说。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多家汽车租赁公司，发

现其中不少公司的对外出租车辆已经开始出

现紧张。

租车价格节日期间未上涨

采访中，许多汽车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表

示，尽管元旦期间租车消费者人数增加，但租

车价格并未上涨。

租车价格较低的轿车日租金为百元，价位

比较适中的轿车日租金在 200 元至 300 元，如

捷达 200 元，赛欧 200 元，伊兰特 260 元。 价位

较高的轿车像本田 、别克 、奔驰等 ，日租金在

350 元到 500 元不等。“租车价格和平时是一

样的，并没有因为过节而上涨。 现在打电话咨

询中高档车的人比较多， 许多老客户都预订

了，元旦当天不一定有现车。 ”淇滨区一家汽车

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自动紧凑型轿车、经

济型轿车和商务车较受青睐。 此外，一些高端

车型也很受欢迎，如奔驰、宝马等。

虽然租车价格并未上涨，但是也有部分汽

车租赁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节日期间租车

客户多，车源紧张，在平日里能享受到折扣价

的会员顾客在节日期间是无法享受到优惠的，

一律按照统一价格收费。

租车前要签合同明确责任

租车有何讲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河南明

星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提醒市民， 租车前一定

要与租车公司签《车辆租赁合同》，对出租车辆

的基本信息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明确约

定，以防发生事故后责任分不清而产生纠纷。

此外，要找正规的汽车租赁公司，在租赁

合同中要重点看关于车辆在租赁期间产生损

坏等责任承担以及违约责任条款，还要问清租

赁公司是否为车辆买过保险。 同时，租车消费

者须重视所租车辆的交接情况， 如取车时，双

方都应对车况进行详细检查，查看车体有无刮

痕或其他部件有无损伤等，并书面落实。

一代身份证明日停用

没二代证？

先办个临时的

救救急

晨报讯 （见习记者 王涛 常

凯）2013 年元旦假期临近，如果您有

出行计划， 届时请携带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 尚未办理二代证的，可以办

理临时身份证救急。

依照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法》有关规定，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居民身份证一代证

将正式停止使用， 其中包括老年人

持有的“长期有效”的一代证。 26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

支队获悉，目前，我市仍有市民未申

领二代身份证。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第一代身份证停用之后，包括机场、

铁路、社保、医保、求学、医院、就业、

银行、民政 、邮政 、宾馆等所有需要

使用身份证办理业务或手续的，将

只认可二代身份证。 如果还未办理

二代证的，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应

急”，临时身份证的办理时间一般为

3 天，有效期为 3 个月。

■

□

晨报记者 韩文雪

元旦在即，春节也日益临近，随着我市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人们对租

车这种便捷的出行方式日渐熟悉，租车过节也随之走俏，成为一种时尚。 12

月 29 日，记者从我市多家汽车租赁公司获悉，元旦期间的市民租车消费比

平日多了很多，部分租赁公司的对外承租车辆已经开始紧张。

鹤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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