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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
祖勇 徐海琴）溱东镇日前举行三季
度道德讲堂活动，10名“溱东好人”
在掌声和鲜花中接受表彰。

“溱东好人”韩维珍、张红梅用
朴素的话语、诚挚的情感分享了行
善事、传真情的感想，表示将严格要
求自己，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
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
感染、引导、带动身边人。

近年来，溱东镇深入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突出教育引导、崇德向
善、典型引领，居民文明素质显著提
升，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善行义举层
出不穷，先后有3人被评为“江苏好
人”。

溱东镇表彰
“溱东好人”

本报讯（记者 金莉
莉）日前，市工信局举办
离退休老干部祝寿会，
为 20 位 70 岁、80 岁和
90 岁整生日的离退休
老干部集体祝寿。

据悉，为弘扬中华
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
统，市工信局已经连续

多年开展集体祝寿活
动。今年集体祝寿的寿
星里90岁老人有7人，
80岁的 5人，70岁的 8
人。活动中，大家为老
寿星们献上了寿匾，祝
福他们健康长寿，希望
老干部们继续发挥余
热，再作新贡献。

工信局为离退休
老干部集体祝寿 本报讯（陈社翔）日前，市住建局

党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和
各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前往三仓烈
士陵园，开展以“初心之旅”为主题的
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忆初心、悟初心、践初心是住建
系统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系列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着力引导广大党员在参观和聆听
先烈事迹中接受党性洗礼、激发爱国
情怀，校准践行初心使命的方向坐
标。

住建员工
共赴“初心之旅”

本报讯（记者 叶海
慧 通讯员 蔡诚 焦杰）
日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组织离退休老同志90
多人欢度九九重阳佳节。

活动中，局相关领
导为 14 位过整生日的
老同志集体祝寿，颁发
寿匾、送去祝寿金。与
会老同志集体观看了

“周恩来精神”宣传片
《忠诚》，回顾自己的初

心使命。
老同志们组织了集

体联欢会。他们自编自
演的集体舞《我和我的
祖国》、男声独唱《牡丹
之歌》、葫芦丝演奏《映
山红》、合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响
主旋律，讴歌新时代，歌
颂党的丰功伟绩，激发
广大老同志爱党爱国的
政治热情。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重阳节活动

10 月 7 日，东台镇团北村举行集体祝寿大会，近
百名70 到90 岁整生日的老寿星怀着喜悦心情，接受
鲜花、蛋糕、苹果等礼品和温情的祝福，同享秋收快
乐，共度重阳佳节。 邹鹏安 臧丽 摄

记 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崔恒平 文/摄

国庆七天长假，我市汽
车客运站人流增大，市交
通运输局联合市义工联组
织志愿者在汽车客运站服
务，维持秩序、解决难题，

助推安心旅程。
10月 7日黄金周最后

一天迎来客流高峰期，志
愿者们早早来到汽车客运
站引导旅客、协助取票、帮
拿行李，在忙碌中度过有
意义的一天。

在安检口，志愿者丁沈

安和两名同伴一起协助安
检，他们笑脸相迎每位旅
客，接过旅客手中行李放
入安检设备。短短半个小
时，上百件行李经他们手，
偶有旅客道谢，他们也笑
着说“不客气”。小志愿者
李心睿今年才上初一，他

在智能取票机前协助旅客
取票，娴熟的动作解决了
旅客等候的时间。他的妈
妈说，李心睿平时很害羞，
今天体验不仅锻炼了沟通
能力，还能让孩子熟悉电
子购票、取票过程，锻炼生
活能力。

义工联志愿者助力安心旅程
本报讯（袁根华）市实验中学教

育集团城东分校初三年级全体学生
和他们的母亲日前齐聚一堂，参加
学校举办的“妈妈，我想对你说”主
题教育活动。

一首《烛光里的妈妈》拉开了活动
的序幕。紧接着初三（3）班罗晨慧的
妈妈话亲情、诉衷心、谈理想，道出了
天下母亲的不易和良苦用心，赢得了
孩子们的阵阵掌声。初三（6）班陈彦
扬和初三（2）班乐奇琪两位学生代表
的发言，把多年来珍藏在心中涌动着
的感激、思念、祝福、歉疚等都一股脑
儿说了出来，更是让母亲们知晓了孩
子们的心声。在随后的宣誓和拥抱环
节中，学生和母亲进一步拉近了彼此
间的距离。

实验中学城东分校
情感教育引共鸣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讯员 丁
秀芹）今年10月8日是全国第22个
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是18岁以上知
晓您的血压。当天，市卫健委联合
市盐业公司走进文化广场开展大型
志愿义诊咨询活动。

在活动现场，来自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市疾控中心、市妇保院、
市二院、市三院和市四院的医务志
愿工作者为过往及锻炼的居民群众
开展免费测血压等健康活动。

高血压义诊
咨询活动举行

本报讯（张一峰 余卫
成）弶港镇日前发出公告，
面向社会征集弶港镇及其
所辖巴斗、蹲门两村广告
宣传语，进一步放大世遗
金招牌生态富民效应，提
升弶港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

弶港镇作为中国人民

海军起锚地，传承红帆精
神，秉承发展新理念，坚持
生态保护利用并重，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红帆文化、
湿地文化、海鲜饮食文化，
创造了甜叶菊产业园、永
丰林湿地公园等观光旅游
基地，先后荣获全国重点
镇、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发

展示范镇等称号。
巴斗村因用笆斗代替

桌子吃饭而得名，是江苏
省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
该村利用毗邻黄海海洋资
源，推动产业从传统海洋
捕捞向乡村旅游业转型，
三水滩景区已成为沿海旅
游经济带上不可或缺的明

珠。
蹲门村因蹲在门口等

待捕鱼的爱人或亲人归来
而得名。除了丰富的海洋
渔业资源，重点在生态湿
地修复上创造了苏北沿海
生态建设样板工程。该村
生态环境优美，海鲜美食
丰富。

弶港征集一镇两村广告宣传语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 讯 员 倪 伟 李 洲 洋
练益华 文/摄）10月 3日，
盐通高铁东台特大桥跨丁
溪河 128 米连续梁顺利合
龙，此桥是中铁十一局在
盐通高铁三标段施工中的
最大跨度连续梁。

最大连续梁主跨位于
丁溪河两侧，分处于大丰
区、东台市。根据设计该
处连续梁采用悬臂灌注法
施工。主桥箱梁共分18个
节段渐进施工。该连续梁
是项目控制性工程，直接
决定了后期架梁、铺轨工作
能否按照工期要求进行。
自2018年 8月初桩基施工
开始，项目部认真梳理施工
组织设计，配齐各项生产要
素，施工人员紧盯节点工期
目标，历时14个月，于10月
3日连续梁顺利合龙。

盐通铁路东台特大桥，
跨丁溪河 128 米连续梁的
顺利合龙，标志着该标段
12处连续梁已经进入收官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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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城区配电网线路
的安全运行，下列10kV线路
将按计划停电检修：

1、10kV 中亚 170 线路
5-1#城南变环网柜 10kV东
亭 1531 负荷刀闸至东亭支
线 10#杆城南四组开关之间
线路，定于10月12日8时50
分至16时50分停电检修（遇
雨顺延）。

公变用户：西窑(南、北)
区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江苏中意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

2、10kV 北工业 154 线
路#18杆四塘开关以下线路，
定于 10月 13日 9时至 17时
停电检修（遇雨顺延）。

公变用户：四塘十二居
民小组，灶西十一居民小组,
磷肥厂宿舍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江苏九转化
工有限公司、城东建筑公司
构件厂、东台市北郊建材有

限公司、江苏宝利来建设有
限公司。

3、10kV北郊 162线路#
1 杆至#42 杆粮油仓库开关
之间线路，定于10月 13日 9
时至 17时停电检修（遇雨顺
延）。

公变用户：四塘十五居
民小组，灶西（三、五、二十
二）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东台市神天
植物原料有限责任公司、东
台市金盛纺织有限公司、江
苏翔宇工艺编织有限公司、
江苏伊藤绅士服有限公司、
东台市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东台中石油昆仑燃气有
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江苏盐城石油分公司。

4、10kV西郊 157线路，

定于 10月 13日 9时至 17时
停电检修（遇雨顺延）。

公变用户：四塘七居民
小组、灶西十三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东台市彬华
化纤有限公司、江苏汇利镀
锌钢管有限公司、东台市华
润针织有限公司、东台市康
达租赁有限公司、江苏澳诺
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
威力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东台市成华机械厂、东台市
鑫富达机械有限公司、东台
市世通橡塑有限公司、东台
辉煌纺织品有限公司、东台
市永盛塑料包装厂、东台市
利达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
锡市东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台分公司、东台市富德机
械有限公司、江苏鑫悦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江苏华阳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5、10kV 中亚 170 线路
5-1#城南变环网柜 10kV东
亭 153 支线 32#杆民主村开
关以下线路，定于10月14日
7时至9时停电检修（遇雨顺
延）。

公变用户：民主（一、二）
居民小组，三里路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东台市西溪
旅游文化景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东台市祥生弘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东台市乐
万家米业有限公司，西溪排
涝站。

请以上停电线路双电源
客户提前做好备用电源切换
工作，单电源用电客户提前
做好停电准备工作。服务、
监督电话：0515-85271234。

国网东台市供电公司
2019年10月8日

10KV线路停电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