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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鼠后 市民要立即进行家中大扫除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文
!

图

本报讯 !我住在
!

楼"家里竟然还有

老鼠# $近日"家住周口市区某小区的业主

韩女士很奇怪" 高层住户家中为何也会有

老鼠的身影% 对此" 市爱卫办工作人员认

为"小区周围有工地的话"老鼠容易跑到居

民家中觅食&

半夜家中鼠惊魂

"#

月
""

日" 韩女士在家中打扫卫生

时发现"卧室窗帘下竟然有许多饭菜剩渣&

'我看到饭菜剩渣后就顺便清扫了"当时也

没想到会有老鼠& $韩女士说&

"#

月
"$

日凌晨两点" 韩女士听到卧

室里有响声& !我打开灯后"看见窗帘下有

个黑影"吓了我一跳"后来发现是只老鼠"

而它也可能看到亮光后吓得钻到了卧室的

电脑桌下&$韩女士说"!我和老公关上卧室

的门用扫帚在屋里敲打" 那只老鼠又跑到

了床下((最后" 我们在卫生间把老鼠给

消灭了& $天亮后"韩女士在自家阳台上发

现了被老鼠咬坏的窗纱!如图"以及窗台边

清晰的老鼠脚印&

高层住宅频现老鼠身影

"#

月
"%

日上午"记者走访得知"周口

市区一些高层住户家中经常出现老鼠的身

影& 市民郑先生说)!我朋友住在
""

楼"他

家就频频有老鼠光顾" 最后想了许多法子

才将老鼠消灭& 至于老鼠是怎样爬进家里

的"我们也不清楚& $

在东新区某单位上班的张先生也遭遇

过老鼠的!侵扰$& 张先生告诉记者)!我
""

楼的办公桌上经常能见到老鼠的脚印"同

事结婚发的瓜子*喜糖都被老鼠偷吃了& $

搞好卫生防鼠害

据了解"老鼠身上有大量的寄生虫*跳

蚤*螨虫"能传播鼠疫等
&#

多种疾病&老鼠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是它身上携带的

病菌可能会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传播给

人& 另外"因为老鼠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

为了磨牙"它们必须撕咬物品"如电线*图

书*家具等"容易造成火灾*计算机系统瘫

痪等事故&

据市爱卫办工作人员介绍" 高层住户

家中出现老鼠"可能与周围环境有关"特别

是附近有建筑工地的" 原来在地底下活动

的老鼠"因为施工跑到地面"进入到居民活

动区域觅食& 一旦高层住户家中出现老鼠

身影"市民可在卖场和药店购买粘鼠板*捕

鼠夹等药品和工具&另外"小区防鼠工作相

当关键"空调管道的进出孔*上下相连的管

道或通道*室内洞穴"都应封堵牢固& 家里

不留食物残渣&发现老鼠后"市民要立即进

行家中大扫除&

编辑
!

李燕
'()*+,-./01,234+5*678) "#"9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版热线便民
!

"#$ %&$

!"# $%&

美的首款儿童空调上市
引领行业拓宽细分市场
!!!!!!

目前" 儿童家电产品已经成为家电细

分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 业内人士

指出"美的空调率先推出首款儿童空调"必

将对整个空调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儿童睡眠医学奠基人刘玺诚教授

曾指出" 睡眠质量的好坏会对儿童的身高*

智力和认知方面的发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 美的通过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合作"特

别开发出儿童专属睡眠曲线"更加适合儿童

体质的睡眠温度& 同时"美的儿童空调采用

!热感应$技术"能够时刻监测儿童在睡觉时

的体温变化和热场面积的变化& 当监测到

!踢被子$后"美的儿童空调会自动调整出风

温度*风速和风向"有效防止孩子着凉"再也

不用操心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被子了&

美的儿童空调在空调中安装有高灵敏

度光纤传感器" 当传感器测量到室内灯关

闭后"空调会自动关闭显示屏*调低蜂鸣器

声音*降低风速"营造出最适合儿童的睡眠

环境"让你的宝贝美梦更加香甜&

美的儿童空调拥有!星空蓝
<

王子款
=

$

和!甜心粉
<

公主款
=

$两款产品"圆润的室

内机面板*超萌的美的熊图案"让儿童房的

家居搭配充满童趣&在遥控器的设计上"创

新采用美的熊不倒翁设计"可以任意摆放"

成为孩子手中的一个玩具& !徐如景"

垃圾占道挡路 居民出行受阻

六一路与建新路交叉口附近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文
!

图

本报讯 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称" 周口市区六一路与建新路

交叉口西
"##

米内有大量建筑垃圾及建

筑材料堆放在路边"不但影响市容"更影

响市民通行"希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

"#

月
"%

日上午" 记者来到六一路与

建新路交叉路口西
"#

米处" 看到一座居

民楼正在施工"路边堆满沙子*楼板等建

筑材料以及建筑垃圾!如图"& 施工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在此施工近半年了& 当记者

问他们是否考虑到这些建筑材料及建筑

垃圾堆放路边会影响居民通行时"施工人

员说)!我们只负责干活"不管这些事儿& $

随后" 记者来到六一路与建新路交

叉路口西
"##

米处" 看到很多建筑垃圾

及建筑材料堆放在某药店门前& 附近居

民张女士说)!这些建筑垃圾和建筑材料

堆放在路边"刮风的时候尘土飞扬"不仅

影响市容还影响市民通行" 希望相关部

门能尽快清理& $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川汇区陈州办事

处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称"

他们会尽快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并清理

垃圾&

新闻路近来!堵得慌"

办事处表示立即疏导治理占道摆摊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周口市区新闻路一向拥堵"加

之该路正在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改造" 再加

上周口市实验幼儿园周边的流动摊贩扎堆

占道经营" 这些都让该路变得更加拥堵不

堪& 近日"不少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

近段时间以来" 尤其是每天早晨上班高峰

期"新闻路一堵就长达一两个小时"让人苦

不堪言&

市民于先生告诉记者"每天
!

时许"他

要把车停到距市实验幼儿园几百米开外的

地方"然后才能带着孩子!挤$到幼儿园&由

于新闻路正在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改造"开

挖过的路面还没有回填硬化好"十分难走&

另外" 幼儿园周边有十多家占道经营的流

动摊贩"再加上送孩子的各种车辆"令新闻

路变得更加拥堵&一般情况下"这条路每天

都要从
:

时许堵到
>

时许" 送孩子难成了

不少家长的心病&

"#

月
"%

日"记者与七一路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取得联系"该负责人表示"他们
":

日

就会派城管队员加强流动摊贩的管理"疏导

治理占道摆摊"尽最大能力保持道路通畅&

市车管所工作日中午不休息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记者从周口市交警支队车管

所了解到"从
"#

月
"$

日起"该所推行!朝

九晚五$工作制度"用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能"方便市民办理车管业务&

近几年" 我市机动车辆和驾驶人数量

一直呈递增趋势" 车管所的业务量也成倍

增加&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市交警支

队车管所根据市民的需求" 决定从
"#

月

"$

日起"在工作日期间"实行!朝九晚五$

工作制度"即
>

时至
":

时的时间段内开放

为市民办理车管业务" 从而大大缩短群众

的办事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据悉"周口市区有以下
9

个办公场所适

用该工作制度)太昊路与中原路交叉口的周

口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太昊路与中原路交叉

口向南
9##

米路西二手车交易市场内周口

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服务点*周项路与周口大

道交叉口向西
&##

米路南五萎汽车销售处

周口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服务点*北环宏源汽

车城院内周口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服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