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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今天上映12部影片：动作/冒险/奇幻《加勒比海盗5：死无
对证》、喜剧/动作/家庭《摔跤吧！爸爸》、剧情《重返·狼群》、
动作/冒险/奇幻《新木乃伊》、恐怖/科幻/惊悚《异形：契约》、
动画《哆啦A梦：大雄的南极冰冰凉大冒险》、动作/冒险/奇幻

《神奇女侠》、剧情《忠爱无言》、纪录片《冈仁波齐》、惊悚/悬
疑/犯罪《借眼》、家庭/剧情《雄狮》、动作/冒险/科幻《变形金
刚5：最后的骑士》。

具体场次及时间：1.可拨打热线咨询：0511-86820000；2.
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天华国际影城”，每日影讯及时更新。

观影指南2017

今日上映 8部影片：奇幻历险电影《加勒比海盗 5：死无对
证》；印度励志电影《摔跤吧！爸爸》；奇幻动作片《神奇女侠》；奇
幻冒险电影《新木乃伊》；美国科幻电影《异形：契约》；商战动作电
影《中国推销员》；纪录片《重返·狼群》；剧情电影《忠爱无言》。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dyzhongying。

天华名扬国际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体彩七位数
第17094期：9 6 8 2 9 9 8

体彩大乐透
第17071期：01 04 11 14 33 +05 07

体彩排列3
第17165期：3 3 0

福彩双色球
第17071期：2 3 6 14 31 32 +3

福彩15选5
第１7164期：5 7 10 12 14

福彩3D
第１7164期：3 1 2

6月 23日 10kV 古巷 273
线路（全线：长春村腰沟、腰
沟后、唐家村东、林家桥站一
带） 09:00-17:00；

10kV 蒋镇 25102 开关以下
（25102：高场村、鹤溪新村、

万 四 房 、 鹤 溪 村 一 带） 06:
00-12:00；

10kV 蒋庄 11613 开关以下
（11613 开关以下：中仙大队、
越塘东、高头村、祁谢巷、祁
巷村、祁谢巷西、陶杨棚、甘
露头、越塘村、前村、小西
庄、大西庄一带） 06:00-12:00。

新华社电 国家质检总局
质量监督司近日组织开展的智
能摄像头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显
示，智能摄像头可能存在用户
监控视频被泄露，或智能摄像
头被恶意控制等信息安全危
害。

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
共从市场上采集样品40批次进
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32
批次样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其中，28 批次样品数据传输未
加密；20 批次样品初始密码为
弱口令，或者用户注册和修改
密码时未限制用户密码复杂
度；18 批次样品在身份鉴别方
面，未提供登录失败处理功能；

16 批次样品对用户密码、敏感
信息等数据，在本地存储时未
采取加密保护措施。

此外，10 批次样品操作系
统的更新有问题，未提供固件
更新修复功能或者固件更新方
式不安全；10 批次样品后端信
息系统存在越权漏洞，同一平
台内可以查看任意用户摄像头
的视频；8批次样品未对恶意代
码和特殊字符进行有效过滤；5
批次样品后端信息系统存储的
监控视频可被任意下载，或者
用户注册信息可被任意查看。

质检总局提示消费者，要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智能摄像头
产品，切勿购买“三无”产品；增

强隐私信息保护意识，在购买、
使用智能摄像头产品和接受相
关服务时，仔细查看相关说明
和厂商声明，充分了解选购产
品和服务的各项功能，注意和
防范用户信息可能泄露的风
险，审慎考虑厂商收集、保存和
使用用户信息的要求，根据自
我实际情况和意愿作出购买和
选择决定。

此外，应及时主动修改智能
摄像头默认密码，密码设置应有
一定的复杂度并定期修改，并及
时更新智能摄像头操作系统版
本和相关的移动应用，发现异常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向生产厂商
反馈，等待厂商修复。

小心！智能摄像头监控视频存在泄露风险

新华社电 记者从福建检
验检疫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
处理了多起旅客携带放射性剂
量严重超标的“养生物件”入境
事件。检验检疫部门提醒消费
者，在海外购物时，对于一些宣
称能“补充人体能量”的商品，
消费者应保持警惕，避免“花钱
伤身”。

近日，福建检验检疫局工
作人员在福州机场查获一件放
射性剂量严重超标的可疑金属
器皿。经检测，发现该金属器
皿内装有大量含天然核素Th－
232的放射性颗粒，容器外表的
辐射剂量率达到本底值的 33
倍，大大超出我国相关安全标
准规定的豁免限值。携带器皿

的旅客称，该物品购自日本，用
于贴身及沐浴保健，但查验人
员未见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据介绍，今年以来，检验检
疫部门已经处理多起此类事
件。这些放射性超标的“养生
物件”虽然形制不一，或挂饰或
手链或沐浴用品，但有一些共
同特点：一是主要购自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二是商家宣称含
有钛、锗等贵重或稀有金属，能
够释放负离子或发射远红外
线，有加速血液循环，补充人体
能量等功效；三是均含有放射
性核素。

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放射性核素衰变产生的射
线可以使空气发生电离，从而

达到商家宣称的“负离子功
能”。但是，长时间近距离接触
此类物质，容易产生造血功能
缺失等不良影响，并有诱发癌
症的可能。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禁止向公众出售此类含放
射性物质的消费品。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消费
者，出国购买保健品时要慎重，
对商家宣称具有加速血液循
环，补充人体能量等功效的首
饰、沐浴用品等保持警惕，切忌
盲目跟风、迷信保健功效。只
有经过相关审管单位审核、鉴
定和认可的产品才能购买，否
则既白花了“冤枉钱”，还可能
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境外购买“养生物件”谨防辐射超标

空腹吃荔枝，小心低血糖
如今正是荔枝上市之际，

荔枝甘甜鲜美，营养丰富，含水
量多，但却不可贪吃。如果一
次吃得过多，尤其是空腹食用，
容易让人陷入健康风险。荔枝
含糖量约为16.6%，且大部分为
果糖，在含糖量相同的情况下，
果糖比例高的水果会更甜，这
也是许多人爱吃荔枝的原因之

一。但果糖会刺激胰岛素的分
泌，空腹吃可能引发低血糖反
应，出现头晕、心慌、脸色苍白、
眩晕等症状。因此食用荔枝一
定不要过量，成人一般控制在
每日 300 克（大约 15 个）以内，
且选择在两餐之间吃更安全。

另外，中医认为，荔枝性
温，多吃易“上火”，因此阴虚火

旺者最好少吃，正在长青春痘、
生疮、咽喉干疼、牙龈肿痛、便秘
或患有急性炎症的人最好别吃，
糖尿病患者慎食。荔枝更适合
脾胃虚弱、寒性体质的人群。

丹阳
办公电话：86571641
投诉电话：86922800
www.dytou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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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安全管理办法
（上接6月16日二版）
第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

依法制定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应急预案
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十四条 旅游突发事件发
生后，旅游经营者及其现场人员
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救助
受害旅游者，控制事态发展，防
止损害扩大。

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履行
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
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要求，配合
其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并参加
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的应急救
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在境外
的，旅行社及其领队应当在中国
驻当地使领馆或者政府派出机
构的指导下，全力做好突发事件
应对处置工作。

第十五条 旅游突发事件发
生后，旅游经营者的现场人员应
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

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发生地县级旅游主管
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其他相关部门报告；旅行社负责
人应当同时向单位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旅游主管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或者发生重大、特
别重大旅游突发事件时，现场有
关人员可直接向发生地、旅行社
所在地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
相关部门报告。

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在境外
的，旅游团队的领队应当立即向
当地警方、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
者政府派出机构，以及旅行社负
责人报告。旅行社负责人应当
在接到领队报告后 1小时内，向
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旅游
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风险提示
第十六条 国家建立旅游目

的地安全风险（以下简称风险）

提示制度。
根据可能对旅游者造成的

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
势，风险提示级别分为一级（特
别严重）、二级（严重）、三级（较
重）和四级（一般），分别用红色、
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风险提示级别的划分标准，
由国家旅游局会同外交、卫生、
公安、国土、交通、气象、地震和
海洋等有关部门制定或者确定。

第十七条 风险提示信息，
应当包括风险类别、提示级别、
可能影响的区域、起始时间、注
意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
关等内容。

一级、二级风险的结束时间
能够与风险提示信息内容同时
发布的，应当同时发布；无法同
时发布的，待风险消失后通过原
渠道补充发布。

三级、四级风险提示可以不
发布风险结束时间，待风险消失
后自然结束。

第十八条 风险提示发布

后，旅行社应当根据风险级别采
取下列措施：

（一）四级风险的，加强对旅
游者的提示；

（二）三级风险的，采取必要
的安全防范措施；

（三）二级风险的，停止组团
或者带团前往风险区域；已在风
险区域的，调整或者中止行程；

（四）一级风险的，停止组团
或者带团前往风险区域，组织已
在风险区域的旅游者撤离。

其他旅游经营者应当根据
风险提示的级别，加强对旅游者
的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范措施，妥善安置旅游者，并根
据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要求，暂
停或者关闭易受风险危害的旅
游项目或者场所。

第十九条 风险提示发布
后，旅游者应当关注相关风险，
加强个人安全防范，并配合国家
应对风险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
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
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

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条 国家旅游局负责

发布境外旅游目的地国家（地
区），以及风险区域范围覆盖全
国或者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风险
提示。发布一级风险提示的，需
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境外旅游目
的地国家（地区）风险提示的，需
经外交部门同意。

地方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转发上级旅游主管部门
发布的风险提示，并负责发布前
款规定之外涉及本辖区的风险
提示。

第二十一条 风险提示信息
应当通过官方网站、手机短信及
公众易查阅的媒体渠道对外发
布。一级、二级风险提示应同时
通报有关媒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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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8点，记者从北环
路经过赶往北二环路西侧封路
口。一路上，北环路车流量明显
增多，尤其是行驶到城河路路口
过了红绿灯时，前方道路便出现
了好几百米的“压车”路段。而
在平时，这个路段并非如此拥
堵。因为从北二环路拐过来的
车子全部在此汇聚，所以拥堵现
象比较严重。“今天估计是要迟
到了！”看着前面长长的车流，家
住玉乳泉小区的吴先生无奈地
对记者说，“我以前上班都是直
接从北二环路拐到 241省道，因
为北二环路封闭施工，今天特意
提前 10 分钟从家里出发的，没
想到北环路会这么堵。”

记者跟随着车流缓慢地行
驶到北二环路西侧封路口。只
见好多司机从 241 省道拐到北
二环路，看到路口封闭的路牌，
随即掉头而走。当然，还有一些
非机动车，则从封堵路牌的边上
穿插而过。

上午8点15分，记者来到人
民大桥看到，桥上从西到东的汽
车已经排成一条长龙，而从东到
西的路较为通畅。记者在现场
观察到，汽车从大桥东侧的转盘
处一直排到了西侧的红绿灯处，

不过整个秩序井然，并没有任何
车主按喇叭，在交警的指挥下，
汽车有序缓缓前行，并没有发生
较长时间拥堵。

现场一位骑车上班的市民
朱先生告诉记者，因为知道北二
环即将封路，他这几天已经放弃
开车上班，改为骑车上班。“绿色
环保又省时，还不烦心。”朱先生
说，他上班的单位在开发区，每
天必须从北二环经过，从丹阳日
报上看到封路的公告后，他第二
天就开始骑电瓶车上班。“骑车
上班和之前开车上班花费的时
间差不多，还省了堵心。”朱先生
笑着说道。

另外，据家住大桥新村的汤
先生介绍，以往从家到东方路上
班大概需要一刻钟左右，但是昨

日却用了半小时。“我是早上八
点出门的，因为人民大桥北侧的
小道不能掉头上人民大桥，只能
右转先走上丹凤北路，然后再左
转上桥，但是仅从阜阳桥到人民
大桥西侧的红绿灯数十米的距
离就用了15分钟！”他说。

采访中，很多市民对北二环
路的改造工程表示了支持。“从
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看到北二
环路即将改造的消息，也看到了
规划图，感觉很震撼。这两年，
丹阳的变化真是越来越大，环境
也是越来越好了。”家住练湖新
城的梁女士说，“现在堵一点可
以克服，为了今后美好的生活环
境，为了以后出行更方便，我们
一定会积极配合北二环路改造
工程！”

※※ 虽然上班更堵了虽然上班更堵了 但市民大多表示支持但市民大多表示支持

北二环道北二环道路改造工程昨正式进场施工路改造工程昨正式进场施工
部分路段已封闭部分路段已封闭，，城区交通城区交通更堵了更堵了，，然而市民无怨言然而市民无怨言！！

北二环路从城河路路口到241省道（西二环路）路口于
20日下午实行交通管制。昨日上午，在封闭施工后的第一
个早高峰，市区交通变得更加拥堵，北环路、中山路等多条道
路排起“长龙”。然而，多数市民表示，“现在堵一点可以克
服，为了今后出行更方便，一定会积极配合北二环改造！”

6月20日，北二环路实行交
通管制，进行封闭施工，昨日上
午，施工方正式进场开工建设，
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施工。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241
省道路口至城河路路口段已经
进行全封闭隔离，大型机械设
备陆续进场施工，绿化带拆除、
清表、路灯等管线移除正在施
工作业；城河路路口至新港路
路口段考虑到叉路口较多实行
半封闭施工，大型机械设备陆
续进场。据了解，北二环道路
改造工程，西起 241 省道，东至
新港路，全长 3815 米，总投资
2.3亿元。“整个工程分为两个标
段和一座桥梁拆建，第一标段
为 241 省道路口至城河路路口
段，工期为90天；第二标段为城
河路路口至新港路路口段，工
期为 120 天。同时，北二环（跨

西门运河）桥梁工程同步进行，
对现有桥梁进行拆除重建。”该
项目负责人庄分庚说道。

北二环路是我市北部的重
要通道，由于交通流量增长以
及道路损坏严重，承载能力已
经不足，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今年我市决定对该段道路实施
综合改造。据悉，此次改造将
围绕城市半小时交通圈建设，
将北二环路进行拓宽升级，进
一步拓展城区与各重要节点的
快速通道，延伸城市外围大循
环。“该路段现只有双向四车
道，两边侧分带，改造后，将形
成双向 6车道或双向 8车道，中
间增添中分带。”庄分庚介绍
道，北二环沿路现有的村庄、农
田、小区和厂区也将在改造中
结合周边可建设用地，形成丰
富的景观。

同时，随着南师大中北学
院的建成，北二环路将成为城
际高铁站通往新校区的主干
道，道路的细节打造将延续丹
凤朝阳的文化内涵，道路两侧
生态景观及小细节将进行精致
布局，更好地展示丹阳文化、传
承文化。

庄分庚表示，在工程施工
期间，为避免扬尘污染和噪音
扰民，将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安
全文明施工，同时尽可能减少
夜间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
的影响。

北二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
工程道路主线从新港路平面交
叉口东侧起，向东下穿车站路、
京沪铁路、沪宁城际以及迎宾
路后，与丹桂路相连通，东侧延
伸到曲阿路的交叉口止；地面
辅道则与车站路、迎宾路组成
平交路口。北二环路下穿京沪
铁路立交工程建成后，总共双
向 8 车道，其中下穿主线 4 车
道，路面辅道4车道。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该项目由
市交运局组织实施管理。

昨天上午，记者在北二环
路与车站路的交界处看到，北
二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的
项目部驻地建设已经完成。“目
前，工程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已经全部就绪，7月初就正式
进场进行北二环路下穿京沪铁

路立交工程。”市交运局工作人
员介绍说。

“北二环路是我市城区东
西向的一条重要通道。北二环
路道路改造完成后，将彻底提
升原先道路的品质和道路通行
效率，形成良好的交通循环系
统，使得我市城市北部的路网
布置更加合理。同时，改造后
的道路也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
的形象。”据市交运局工作人员
介绍，对照北二环道路改造工
程的竣工时间，以及当前工程
开工后可能遇到的多雨天气等
不利因素，他们将精心谋划，科
学安排施工计划，准备好应对
不利天气的完善的施工预案，
以确保这项重大的道路民生工
程能够按照既定工期，保质保
量的完成。

※ 目前“西线”已封闭 本月底将全线封路
昨天上午7点30分左右，记

者从迎宾路驶往北二环路，在天
禄路口，大约七八辆准备右拐进
北二环路的大型车辆遇交警劝
阻。在北二环路上，由于道路西
侧已被封路，虽然是早高峰时
间，但车流量比以往减少了很
多。在位于北二环路缇香花园
小区附近的封路路口，记者注意
到，虽然道路已被封闭，但不少
骑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市民仍选
择通过碎石路面的缺口通行。
期间，记者甚至看到一些电动三
轮车和小型货车强行从碎石路
面往西行驶，受地面碎石影响，
这些车辆在进入缺口时产生剧
烈摇晃，情形十分危险。家住缇
香花园的尹小姐表示，由于封
路，她无法再从小区北门回家，
只能绕路从小区西门进入。在
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采取了
分路段封路措施，封路对附近小
区居民的影响并不大。住在距
离缇香花园小区北门较近的居
民周先生表示，自己可以从胜景
东路往南进入北环路，并不需要
在小区里绕弯。

市住建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此次改造工程采取的是分路段
封路。“由于工程本身需求，没有
必要将北二环桥至 241 省道整

段一下子全部进行封路。”对于
北二环大桥至城河路路段的封
闭，这位负责人表示，要视工程
进度来决定，眼下还不能给出明
确的封路时间。对于仍有市民
在封闭路段进出，负责人表示，
希望市民对工程持谅解的态度，
由于施工现场较为危险，建议市
民不要从封闭路口进出。

记者从市住建局以及交通
运输管理局获悉，此次北二环改
造工程以北二环大桥为界，大桥
以西是由我市住建局负责具体
施工的北二环路改扩建工程，将
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六
车道；大桥以东则是由我市交通
运输管理局负责施工的北二环
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铁路桥涵
洞由 4个增至 6个，位于道路外
侧的四条车道向左、向右通往迎
宾路，中间两车道下穿迎宾路，
经弯道隧道后通往丹桂路。

那么，为何之前所说的本月
20日凌晨北二环路全线封路的
工程如今只是封了一部分呢？
对此，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一位工
作人员透露，出于对工期的考
虑，由住建局负责的大桥以西道
路改造工程先行施工，而由交运
局负责的大桥以东工程则推迟
至 6月底至 7月初动工。届时，
北二环路将全线封闭。他同时
表示，北二环路改造工程将在今
年年底大体完成，以保障车辆届
时能够安全通行。

※※ 下穿铁路立交工程7月初开工

工人们开始拆除绿化带工人们开始拆除绿化带

北二环道路改造工程效果图北二环道路改造工程效果图

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效果图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效果图

北二环城河路以西路段已封闭北二环城河路以西路段已封闭

上班早高峰中山路大桥上排起了上班早高峰中山路大桥上排起了““长龙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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