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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 1 个高风险地区，
83个中风险地区：

高风险地区（1个）：
河北省石家庄市（1个）：藁

城区。
中风险地区（83个）：
北京市（9个）：朝阳区汉庭

酒店大山子店（包括底商）, 顺
义区南法信镇西杜兰村，顺义
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东马各
庄村，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海洪
村，顺义区南彩镇南彩村，顺义
区仁和镇河南村，顺义区北石
槽镇西赵各庄村，顺义区赵全
营镇联庄村。

辽宁省大连市（16个）：金
普新区先进街道金润小区 B

区、民馨社区，光中街道金东路
社区、红旗社区、胜利东社区、
胜利西社区，拥政街道古城甲
区，友谊街道金华社区、古城乙
区社区、康乐社区、金海社区、
兴民村，站前街道联胜社区、盛
滨社区；沙河口区星海湾街道
星海公园社区；高新园区凌水
街道大有恬园社区。

辽宁省沈阳市（11个）：皇
姑区昆山西路中海寰宇天下天
悦园区、明廉路博客地带小区、
舍利塔街道世纪学府、明廉街
道亿海阳光二期、明廉街道华
锐塔湾欣城 2期、明廉街道明
廉小区、华山街道鲲鹏小区 2
期、长江南街 197-1 号楼；铁
西区北二东路沈铁兴工佳园小
区、卫工北街 22号楼、笃工街

道纳帕阳光。
黑龙江省黑河市（7个）：爱

辉区喇嘛台社区学府佳苑小
区，金融社区省建材楼所在小
区，热电社区新生活家园小区，
金兰社区电业名苑小区，热电
社区天丝小区，热电社区兴边
集资楼（2 号楼）、人保财险社
区水岸华府小区 10A 楼。

黑龙江省绥化市（1个）：望
奎县惠七村。

河北省石家庄市（29个）:
新乐市天悦花苑、计生宿舍、瑞
达玫瑰园小区、坚固村、芦新
村、人大宿舍、药材公司宿舍、
张家庄村、宝港上城小区、承安
铺村、里辉村、南双晶村、牛家
庄村，新华区都市阳光小区、丽
都河畔小区，桥西区平安小区、

白金公寓、华润万象城，行唐县
滨河小区，裕华区天海誉天下
小区、晶彩苑小区、众美廊桥四
季A区、东方明珠小区，鹿泉区
观峰嘉邸小区，高新区赵村新
区小区、主语城小区，无极县东
北远村、西郝庄村，正定县孔
村。

河北省邢台市（10个）：南
宫市鸿兴小区、文景名苑小区、
在水一方、凤岗街道办事处十
里铺居委会、大高村镇石家庄
村、天地名城小区、天一和院小
区、凤岗街道办事处、青年街清
旺胡同、凤岗街道东胡居委会
北小街。

境外（除澳门为低风险外）
仍全部为高风险地区。

最新疫情风险等级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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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澄）1月 8

日上午，全市 69 所中小学校教
师代表进行为期一天的东台智
慧教育云平台业务培训，后期，
各教师将在所在学校进一步推
广，力争实现平台全覆盖。

据悉，东台智慧教育云平台
由中国普天公司开发，将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

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
性化的教育体系。教师可以通
过平台给学生发布课前引导性
预习任务，精准准备课中授课
资源；课堂上可通过平台获取
备课资源，组织教学，实现学情
实时反馈，及时进行师生互动；
课后可查看学生错题集，根据
学情实施针对性辅导。教育主

管部门还可以通过平台对全市
单体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分析，
教师发展进行评估，教学质量
进行管控。同时，广大学生和
家长可用手机登录智慧东台
AAP 享受课后复习，实时了解
孩子学习状态、学校通知公告
等信息，制订适合孩子的家庭
学习计划。

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智
慧教育，实现了个性化学习需
求，不仅帮助教师增效减负，还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有效
盘活区域教学资源，更好地服
务广大师生及家长，为全市教
育信息化提供更全面、更便捷
的服务。

东台智慧教育云平台上线

记者 班雪凡
通讯员 王嵚 朱海涛

标准件厂区域二期房屋征
收工作开展以来，工信局征收人
员“快”字当先，紧咬序时，42户
征收任务已签订协议 41 户，交
房40户。

被征收户丁某，多年来父子
关系不好，日常生活靠保姆照

顾，在如何处理房屋征收问题上
意见不一，指挥部先后六次帮助
召集家庭会议，邀请律师见证并
达成赡养协议。被征收户姜某，
身患重大疾病，无力寻找过渡房
源，工作组人员多方联系，以照
片、视频等方式供其选择，确定
过渡房后，组织人员、车辆立即
帮助其搬家。通过以情感人、以
心换心，征收工作得到被征收户

理解支持，形成被征收户抢签协
议、抢搬家的高潮。

接到征收任务后，该局第一
时间部署，抽调人员现场踏勘征
收区域，协调办公用房并召开会
议，明确分工、细化责任、考核到
人。召开被征收户代表会议了
解区域情况，分四个小组开展入
户调查、宣传政策。组织评估公
司、测绘公司登门入户调查，最

快速度完成评估 80%。局领导
每日现场督促检查，每三日听取
一次工作回报，分析研判、指导
协调。工作组成员发扬“吃三睡
五干十六”精神，突出“以人为
本、服务至上”理念，以保姆式、
订单式等有针对性的服务模式
有力有序推进征收，实现协议交
房推进快、社会大局稳得住的预
定目标。

工信局“快”字当先抓征收

本报讯（杭太升）日前，市
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该局 7
个直属单位、22 名个人，分别
获得第九届江苏省农业技术推
广二三等奖。获奖内容涵盖油
菜绿色高效生产关键技术、设
施西甜瓜高效抗逆简约技术、
特色瓜菜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等
多个领域。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立
足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目标，全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与应用，全方位构建适应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
展要求的生产体系和技术体
系，集成和应用了一大批农业
农村科技新成果，为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提高我市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十四五”伊始，该局将掀
起向获奖单位和获奖人员学习
的热潮，坚持扎根基层、服务

“三农”，自立自强、攻坚克难，
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
锋，着力解决种源等“卡脖子”
农业技术攻关，不断提高农业
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水平，切
实担负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的历史使命，为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续写“强
富美高”新东台建设新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农业系统在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
员 施卫军）日前，全省首批“法
治文化特色小镇”名单公布，我
市安丰“乡约”治理法治文化小
镇榜上有名，为盐城市唯一。

在推进法治文化特色小镇
建设过程中，安丰镇结合自身
实际，着力突出与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创建、法治乡村建
设、基层行业治理“三个融合”，
初步形成管理规范、惠民服务、
共建共享、绿色生态的法治文
化特色小镇。同时，持续组织
推进以服务基层群众为中心的
法治文化活动，用优秀的法治
文化作品鼓舞群众、高效的法
律服务引领群众、接地气的法

治实践组织群众，推动法治理
念、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与
传播，成功探索出乡村依法治
理新路子，有力促进乡风文明、
治理高效。

今年，该镇将推进法治文
化长廊、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
化公园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创作开发具有时代特征、富有
地域特色、深受群众欢迎的法
治文化精品力作，组织群众广
泛参与法治文化巡演、法治书
画展览、以案释法讲座等形式
多样的法治文化活动，扩大法
治文化特色小镇辐射面和影响
力，使之成为我市法治文化高
地的又一靓丽名片。

安丰镇获批
省法治文化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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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雨顺延）：

一、10kV北郊 162 线路出
线开关至 67#杆串场河开关以
下线路（10kV 北郊 162 线路#
73-33 杆开关以下线路不停）
定于 1 月 14 日 9 时至 12 时停
电检修。

涉及停电用户：
公用变：灶西（六、九）居民

小组，光辉（1、9、10）居民小组。
用户变：东台市盐富物资

有限公司、东台市建国钢质船
厂、东台市北郊金三角建材厂、
东台市四方密封件有限公司、
东台市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金
三角废旧金属收购站、东台市
东宜砂石厂、东台市平安船厂、
东台市桂祥船舶修造厂、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
司、江苏海鼎电气科技有限公
司、东台正耀精密技术有限公
司、江苏吉菲尔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台东恒丰粮贸公司、东台
市光辉留虎船厂、厂用变(曹永
宏)、东台市通运船舶修造厂。

二 、10kV 东 工 159 线 路
24#九天北路环网柜九天北路
支线1611负荷刀闸以下线路定

于1月15日7时至17时停电检
修。

涉及停电用户：
公用变：大地盛世和苑居

民小组、水井居民小组、九天北
路（1#、2#、3#）居民小组、新宁
东方居民小组，新宁东方（二）
居民小组、新民北路居民小组、
华联路居民小组、华联路 2#居
民小组、都市名苑居民小组、都
市名苑 2#居民小组、砂石仓库
居民小组、农机公司居民小组、
农机公司 2#居民小组、华联大
厦（一、二）居民小组、金城居民
小组、交通局（二）居民小组。

用户变：文教局基建组、东
台市德驰置业有限公司、东台
市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东台市
时尚新都购物中心、东台金茂
百货有限公司、东台市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东台市碧之源净
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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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2日

10kV线路停电通知

近日，条子泥景区，黄海潮间带滩涂在海水的冲刷下，呈现出海滨“森林”奇观。 孙家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