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编辑：岳春芳 组版：孔美霞 校对：张芳 06生活服务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20139期：2 7 2 2 0 4 6

体彩大乐透
第20104期：03 12 23 26 30 +04 07

体彩排列5
第20243期：0 8 2 3 9

福彩双色球
第20104期：04 08 10 16 27 29 +09

福彩15选5
第20244期：01 06 12 13 14

福彩3D
第20244期：4 3 3

明日停电
10月25日 暂无。

停水通知
因管道碰接，10 月 26 日

21：30 至次日凌晨 6：00，开发
区齐梁路以东、北三纬两侧用
户停水，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早完工早送水，恢复
供水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水浑
现象，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
解！

（服务热线：86882498）

10月26日 20kV 彤明 2G13 线（全线：江

苏焱龙工具有限公司、江苏友美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彤明高科汽

车电器有限公司、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沃得

经纬机械制造一带）08:00-15:00；
20kV宏福 2G41线（全线：丹阳市佳黎皮鞋

厂、丹阳市开发区恒久眼镜厂、丹阳市万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倍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多多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江苏宏福物流

有限公司、江苏万友机械部件有限公司、江苏正

明车辆科技有限公司、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

司、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产园2#环网柜一带）08:00-15:00；
20kV丰田2G21线（全线：丰田产业园15#、

日产园1#环网柜一带）08:00-15:00。
10月27日 10kV三桥 131线（全线：蔡基

站、江苏宁沪高速公路镇江管理处一带）07:
00-13:00。

10kV 河 东 145 线 至 14502 开 关

（145-14502：下岗桥、普下前、集镇加油站公变、

丹阳市电缆总厂、嘉宝不锈钢器皿有限公司、加

力加华苏食品有限公司、司徒镇万盛粮食加工

厂一带）07:00-13:00。
10 月 28 日 10kV 联观 14104 开关以下

（14104：联 观 村 委 会 一 带）06:00-12:00）06:
00-12:00；

10kV蔡基13304开关，至河阳新城133分界

开关（三桥村汤甲村、司徒镇泥丁、三桥村杨巷、

申村、陈巷、华洪药业、曲阿安居工程一带）06:
00-12:00；

10kV张巷 12351开关以下（12351：岗后村、

开发区西湾村、东湾、蛇湾村、南甸村、跃进大

队、张巷吴家村、张巷岳家、张巷徐家村、南徐

村、丹阳市丰翔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一带）07:
00-10:00。

10月29日 10kV河工 132线（全线：开发

区河阳镇南村翻水站、开发区河阳镇南村普下

一带）07:00-14:00；
10kV河镇146线（全线：电缆公寓、黄陵村、

幸福楼、河阳供电所、河阳中心幼儿园、兴河路、

河阳供销社、河阳敬老院、阔达、众一光学、九

鼎、丹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一带）07:
00-14:00。

10 月 30 日 10kV 折工 12204 开关以下

（12204：东亚田、北亚田、袁家、蒋家村、陆家村、

东庄、周塘村、董家村、居庄村、南马村、东城村、

折柳居庄铸造厂一带）08:00-12:00；
10kV 白 马 16802, 至 白 马 16803 开 关

（16802-16803:赵家村、东南保温材料、塘湾里

一带）08:00-12:00。
10月31日 暂无。

11月1日 10kV巍华Ⅱ123线（巍华合金）

09:20-17:00。
10kV 胡 农 22105 开 关 ，至 22106 开 关

（22105-22106：陈巷村、大贡大队、小贡村、大贡

贡前村、丹亮光学、开发区凯亚光学仪器厂一

带）07:00-11:00；
10kV司农17704开关以下（17704：南岗村、

吴塘村、蒋塔村、广厦建材、司徒砖瓦四厂、翔威

木业一带）07:00-12:00；
10kV珥镇12117开关以下（12117：洋西桥、

盛甸西、姜家村一带）07:00-13:00；
10kV东河 16412开关以下（16412：洋西桥、

杨巷村、中巷一带）07:00-13:00。

11 月 2 日 10kV 云西 11202 开关以下

（11202：新庄村委、新庄老夏家村、新庄老庄村、

新庄村新庄、新庄马场村、珥陵河东村、珥陵安

基村、丈山倪甸村、珥陵新庄罗甲村、新庄董甲

村、新庄伦地村、新庄杨甲村、鑫顺有机玻璃一

带）07:00-14:00；
10kV 麦溪 11718 开关以下（11718：延陵镇

洋泽、麦溪村袁洋综合变、袁洋北、袁洋东、袁洋

西一带）11:00-14:00；
10kV 汤甲 11615 开关以下（11615：曹庄西

村、大圣西野营、蒋巷村西、大圣景巷村、景巷

南、大圣西河头一带）07:00-13:00；
10kV 运镇 12515 开关以下（12515：化龙村

塘里村、化龙村袁家西、化龙村肖庄村、化龙村

吕家南、化龙村吕家东、化龙村浦西村、化龙村

东佘埝北一带）08:00-12:00。
11月3日 10kV里南16301开关，至16302

开关（16301-16302：竹塘变、圩里符变、埠头变、

埠头北、周巷村西一带）07:00-10:00；
10kV 城东 11902 开关以下（11902：二局住

宅、建委住宅、麻巷门二巷、食品住宅、全福路、

万家欢、河滨新村、丹凤小区、新民东路、丹阳邮

政局、交通局、电力工程公司一带）07:00-09:00。
11月4日 10kV横南12311开关，至12315

开关（12311-12315：大圣小眭巷东、大圣眭巷

南、大圣大严甲、大圣陈巷村、大圣眭巷村、小眭

巷变、眭巷渔场变、大圣大坟头、大圣眭巷前、花

园夏甲、花园赵甲村、花园葛甲村、花园村、花园

潘甲村、花园村西一带）07:00-10:00；
10kV 九房 272 线振兴路 7#环网柜 272A76

开关以下（272A76：蒋甲七里东、丹阳市丹凤温

馨园、石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一带）07:00-11:
00；

10kV陵景14612开关以下（14612：眭家北、

倪家后、新陵小庄北、新陵村小庄、陵南村、中山

桥南、新陵西、丹阳市飞扬电镀有限公司一带）

07:00-13:00。
11月 5日 10kV 吕西 182 线，至 18211 开

关，至 18202开关（182-18211-18202：井元村三

里铺东、井元村株树村、吕城新丽喷涂厂、战备

河二一带）07:00-11:00；
10kV 张巷 12324 开关以下（12324：埤城宝

山东边综合变、宝山王家村、宝山王家北、宝山

徐家村、宝山徐家东、宝山大队一带）08:00-12:
00；

10kV 导西 11115 开关以下（11115：导墅王

家村、贡家、导墅黄伦村委、导墅隆家村洪家村、

导墅隆家村、庵上村、丹阳科宁电力发展有限公

司一带）10:00-13:00。
11 月 6 日 10kV 南东 23515 开关以下

（23515：景泽园 1#、2#、3#、西庄、教师新村、教

师新村3#、4#一带）06:00-12:00；
10kV后西11402开关以下（11402：坝头、塘

里东、徐巷排涝站、塘里、通港路、西万家港排涝

站、塘里北、丹阳市天山五金制品厂一带）07:
00-13:00；

10kV 吕工 18112 开关以下（18112：河南村

梁家村、虎市村杨仁桥、河南村梁家新村、河南

村虎落里东、河南村良种场、丹阳市吕城汽车修

理厂一带）08:00-12:00。
11月 7日 10kV 锦湖 118 线（全线：十二

队、晓庄村、居安村、练湖一队西、锦湖路、练湖

一村、锦湖新村北区、北环路、练湖场部变、练湖

工会楼、锦泰园、丹阳市豪绅光学有限公司、明

大塑料、九鑫纸业一带）07:00-12:00；
10kV 云南 11132 开关以下（11132：新庄江

甲村、纪巷村、新塘西、云林大施上庄村、大施上

岸村、大施旺巷村、大施黄家棚、大施中庄村、大

施旺巷新村、筛罗坝一带）07:00-13:00；
10kV 云北 12113 开关以下（12113：新庄王

师岸村、新庄迈桥村、新庄储庄村、新庄下坝村、

华云建材、鑫亚玻璃一带）07:00-13:00；
10kV 南环 122 线南二环大桥 4#环网柜

10kV 南环线 12201 开关间隔至万善上院 3#环

网柜 10kV 南环线 122 开关间隔（无用户）07:
00—14:30；

10kV东联Ⅱ232线23211开关（23211：九房

蒋甲许甲村、石城巫甲村、石城史甲村、石城朱

甲村、石城大马甲村、石城小马甲村、石城刘甲

村、永和兴纺织、丹阳市石城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一带）10:
30—14:30。

11月8日 10kV利华111线（全线：利华电

子）07:00-12:00；
10kV五星 12302开关以下（12302：坝头西、

坝头前、大海机电器材厂、丹阳金涛铜业有限公

司一带）07:00-12:00；
10kV 木龙 17202 开关以下（17202：恒大名

都部分、丹阳市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一带）07:
00-14:00；

10kV 普善 27502 开关以下（27502：恒大名

都部分、嘉源首府部分、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带）07:00-14:00；
10kV普先 11115开关以下（11115：邱家中、

邱家南、西丁村、钱家北、钱家配变、普先村赵

家、丹阳市蓝天河道管理服务中心一带）07:
00-14:30；

10kV 凤凰 177 线 8#分接箱 17703 开关，至

齐梁路 7#环网柜 177开关（镇江市丹阳质量技

术监督局）08:00-12:00。

停电信息

流感高发期将至。医生提
醒，接种流感疫苗，需要了解一
些常识。

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很强，我
国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明确指
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手段。虽然流感疫苗不
能100%预防流感，但它可以大大
降低患流感的几率，就算得了流

感也可以减轻患病后的症状。
6月龄及以上并且没有禁忌

症即可接种疫苗。重点推荐6月
龄至5岁儿童、60岁及以上老人、
医务人员、慢性病患者、孕妇、6
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因
为接种疫苗后产生抗体的保护

作用不足以维持一年，而且流感
病毒的变异率比较高。同一个
流感季内，已按接种程序完成全
程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

接种流感疫苗，常见的副作
用主要表现为局部反应（接种部
位红晕、肿胀、硬结、疼痛、烧灼
感等）和全身反应（发热、头痛、
头晕、嗜睡、乏力、肌痛、周身不

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但上述症状通常是轻微的，并在
几天内自行消失，极少出现重度
反应。

除了接种疫苗，在日常生活
中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
惯预防流感，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勤洗
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鼻或口；

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
等。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
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
免去人群聚集场所。一旦出现
流感样症状，患者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
罩，避免交叉感染。

接种流感疫苗 这些常识要了解

你总是睡不着？睡不好？
当下，不少人被睡眠问题深深困
扰。医学博士、三亚中心医院睡
眠心身医学中心负责人王配配
来和大家聊聊关于睡眠的那些
事，帮助大家“告别打鼾与失眠，
睡出健康和快乐”！

调节好三大因素才能
拥有好睡眠

王配配说，睡眠在人体体力
精力、免疫调节和情绪管理上发
挥很重要的作用。大脑在白天
时会产生一些“垃圾”，需要在睡
觉时排出，如果大脑不能进入睡
眠，会影响健康。

王配配认为，影响睡眠的三
大因素，即睡眠动力、昼夜节律、
觉醒系统，掌握好三大因素的规
律并做好调节，才能获得好睡
眠。

王配配说，首先，要保障足
够的睡眠动力，清醒的时间越
长，睡眠驱动力就越强，就会越
想睡。因此要不赖床、不补觉、
午睡控制在1小时之内。

晚上早早上床，躺到凌晨睡
不着，反而增加了“睡不着”的时
间，破坏了睡眠动力。为此，她
建议，不困不要上床，在床上不
要干和睡觉无关的事情。如果
想看手机，请坐着看完再躺下。

其次，尊重昼夜节律，规律
作息。现代人受手机、电视、电
脑等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影响，
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推迟睡眠的
起始时间，但依然需要规律作
息。因此，不要任性地熬夜，随
心赖床。

另外，放松心情，让觉醒系
统保持稳定。日常生活中能引
起应激反应和过度唤醒的最常
见的是各种焦虑。王配配建议，

睡觉前要释放压力，睡觉前慢
走、听音乐等，可以让身心放松。

判断睡眠质量不看睡
眠时间长短

王配配说，睡眠占据着我们
生命的三分之一，是一种绝对需
求，与食物、水一样必不可少。
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为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
当的运动。睡眠时间的长短因
人而异，有的人睡4小时就好，
有的睡9小时。其中，通常来说
睡眠时间 7至 9小时已经足够
了。

判断睡得好不好其实并不
是根据时间，而是看第二天的状
态，第二天精力体力恢复了，就
代表睡眠质量是好的。睡得少，
睡得多都不好。

睡眠呈规律性周期性变化，
正常人入睡都需要一个过程，一
般是10分钟到15分钟，进入第
一个睡眠阶段——浅睡眠，这一
阶段很容易被喊醒。20分钟后
进入熟睡眠，30多分钟后进入深
睡眠。很多人戴手环关注深睡
眠，深睡眠可以分泌生长激素，
成人可以恢复体力。深睡眠后
进入做梦的阶段，99%的人都会

做梦，睡梦中，大脑可以发出信
号放松身体肌肉，随着睡眠程度
加深，肌肉完全松弛。

常见的睡眠误区
生活中有很多关于睡眠的

误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如果前一晚没睡够，

第二天要通过午睡、打盹来补
觉。王配配认为，午睡、打盹会
影响第二晚睡眠的驱动力，可能
加重失眠，如不补觉反而第二晚
的睡眠驱动力更大，睡得更好。

第二，躺在床上的时间越
多，睡觉的时间也越多，第二天
感觉也会更好。王配配指出，对
于失眠者，延长卧床时间，增加
的往往并非睡着的时间，而是辗
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清醒时间，
而且会增加烦躁感和挫败感，加
重失眠；因此，要减少卧床时的
清醒时间和烦躁情绪。

第三，有的人睡不着觉，喝
酒助眠。王配配说，喝酒能帮助
部分人提早入睡，但会显著增加
夜间醒来的频率并引发早醒，反
而会影响总的睡眠时间；而且长
期喝酒会增加高血压的危险，当
血压骤然升高时，易引发出血性
脑卒中。

拿什么拯救你的睡眠？
昨日霜降，“冬季进补不如霜

降进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
院营养科魏帼医生提示，在霜降期
间人们在防范外界邪气的同时，还
要注意养护自身的气血，调整脏腑
功能，以期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1.饮食平和温润
咳嗽是秋季肺气受损最常见

的表现，这其中燥证与风寒并见
时，表现的干咳少痰、咽干鼻痒等
情况，就是霜降前后最容易出现的
不适症状。中药治疗这个时期的
咳嗽，以温而不燥、润而不凉的方
式为主，以免损伤人体津液，或滋
腻太过而阻碍气机流通。而日常
饮食中也要注意多进食一些性平
或微温的食物，而不要因为外界气
温较低而开始进食辛热燥烈的食
物。霜降时节，常见的平和温润的
食物有糯米、高粱、玉米、豇豆、扁
豆、白菜、芥菜、胡萝卜、百合、山药、
山楂等食物。在深秋季节可以适
当食用，来达到平补温润的目的。

2.生活中防寒保暖
日常生活中注意防寒保暖，早

晚出门要适当添加衣物，天气逐渐
变凉，已经不适合秋冻了。这个时
期尤其不能忽略了脚部的保暖，因
为脚是十二经络的重要起止部位，
而十二经络对于运行气血、调和脏
腑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
于脚部离心脏较远，血液流通较
少，所以脚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
锐，尤其对于寒冷的刺激较为敏
感，“寒从脚下起”说的就是这个意
思。做好脚部的保暖，除了穿松紧
合适的袜子、柔软透气的鞋子之
外，还可以在每日回家后，使用温
水泡脚的方式来促进血液循环，保
证脚部温暖。

霜降养生
请留意这两点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编辑：贺丽华 组版：孔美霞 校对：姚磊 03民生·身边事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加剧，如何养老成为了当
下热议的话题。是去养老院，
还是居家养老，是现在每个老
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重阳节
即将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几
位老人，了解到他们在分别选
择了三种不同的养老模式后，
如今都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过
得很幸福。

束腊娥：请钟点工解决
生活琐事

“李阿姨，今天都做了哪些
菜？需要我帮忙吗？”20日上午
近 11 点，束腊娥和老伴从朋友
家返回后，打开门便闻到一股菜
香味，她聘请的钟点工李阿姨正
在厨房间忙碌着。

束腊娥今年 61 岁，从企业
退休的她，目前每个月可领取到
一千多元的退休金，加上老伴每
月四千多元的收入，夫妻俩的日
子过得算是比较富裕。“从结婚
至退休，我做了三十多年的‘煮
饭婆’，每天没少为买什么菜、烧
多少饭而烦心，所以退休后，我
就想轻松一些，好好享受一下生
活，便专门请了一位钟点工。”束
腊娥说，女儿也很支持她的这一
做法，为此每月还会给她一定的

补贴。
说到女儿，束腊娥称，她的

女儿很孝顺，只是嫁去了外地，
无法时常回来看望他们。女儿
也曾多次让他们搬去跟她一起
住，但她和老伴都不愿意。在束
腊娥看来，和子女住在一起自然
是人多热闹，但也免不了事情繁
多，所以她和老伴都坚持在家养
老，“李阿姨既擅长做饭，还每天
帮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让
我无生活烦忧，有大把的时间做
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日子才是
我心中最理想的老年生活。”

如今，束腊娥每天都过得特
别自在、充实：早晨跑步锻炼身
体、上午看看报纸、下午玩会儿
麻将，晚上则去小区附近的广场
上跳跳舞……她认为，自己舒
心、儿女放心的老年生活才是最
幸福的。

刘金芳：和好友结伴到
养老院生活

20 日中午，记者在我市一
家养老院看到刘金芳时，她正在
院子里和几位老人聊天。刚吃
完午饭不久的她笑着告诉记者，
当天食堂准备的萝卜烧肉，很合
她的口味。“以前我总是埋怨老
伴烧的菜太咸，导致我的口味一

度都变重了，但自从来到养老院
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
应，现在口味逐渐变淡了，饮食
也变得更健康了。”

刘金芳今年 67 岁，自去年
老伴去世后，便成了独居老人。
今年，听闻一位好友要去养老院
养老，经和儿子商量后，她便跟
着一起来到了这家养老院。“儿
子原本不同意我的做法，要我搬
去他家住，但我觉得如果去儿子
家住，我肯定会很不自在，而且
儿媳刚生了二胎不久，孩子也一
直是由外婆照顾，我不想再去添
乱。”刘金芳说，原本她也对来养
老院这一养老方式感到怀疑，但
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里不
仅衣食无忧，还能结识许多志同
道合的同伴，每天有聊不完的话
题，生活也是多姿多彩，不像以
前那么孤单了。

刘金芳认为，老人和子女生
活在一起，常常会因为代沟的关
系缺少话题，即便有子女的陪
伴，心理上也会觉得孤单。因
此，到养老院养老，尤其是在有
同伴陪伴的情况下，老年生活会
更开心更舒适。

朱建华：“聘请”子女专

职照顾养老
朱建华和他的老伴今年都

已年满 80岁，由于二人皆是从
机关单位退休的，所以每个月
都有不少收入。但让朱建华苦
恼的是，老伴的身体一直不太
好，近几年更是长期卧病在
床。“起初我们也请过好几个保
姆，但都出于各种原因，觉得
不太满意，便将她们一一辞退
了。”为此，朱建华的儿女们没
少操心，但由于他们中大多数
人都远在外地，只有小女儿一
家住在丹阳，所以在大家意见
不一致的情况下，两位老人该
如何养老一度成为了一个大难
题。

“孩子们曾提议轮流照顾
我们，但身在外地的他们，多
数都因为要帮忙带孙子孙女而
脱不开身，这就导致需要我们
搬去和他们住一起。”这种养老
方式让朱建华觉得很不好，虽
然如今有不少老人都是如此，
但他不想四处奔波，何况老伴
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最终，朱建华提议让小女
儿专门负责照顾他们，他们则
每月支付给她一定的工资。“每
个月请保姆需要花五六千元，
而小女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三

四千元，既然合心意的保姆难
寻，那我还不如把钱给小女
儿，自己和老伴还能得到最好
的照顾。”如今，朱建华觉得自
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是幸福，
远在外地的儿女们也可以不用
再为他们操心，一家人都其乐
融融。

依靠后代养老已成为
备选方案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不少
老人坦言，过去为了解决养老
问题，许多人都会选择生养多
个孩子，这也确实让不少老人
的晚年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很多
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再加上
现在年轻人身上背负的经济负
担也很重，所以在面对父母的
养老问题时，难免会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因此，大家认为，
依靠后代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成为了备选方案，现在其实
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比如社
区养老、居家养老、抱团养老
等。只要能够实现“养老自
由，快乐生活”这一目标，那
便是成功的养老方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
物均为化名）

过去为解决养老问题，不少家庭都生育好几个子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很多家庭只有一
个孩子，于是不少老人开始逐渐转变养老观念——

不依赖子女，新型养老方式逐渐兴起
本报记者 贺丽华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汤国强）在长江里非法捕
鱼将要承担刑事责任。日前，江
阴市人民法院对发生在我市的
一起案件进行了当庭宣判，被告
人彭某宝因非法捕捞水产品，被
判处拘役四个月。据悉，这是我
市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获实刑
案，体现出我市针对非法捕捞水
产品的执法和惩罚力度正在加
大。

今年6月25日凌晨，常州新
北区退捕渔民彭某宝与妻子在
明知是禁渔区域、禁渔期间的情
况下，心存侥幸，依旧驾驶自制
的装有电瓶、带电捞兜等电鱼工
具的三无快艇到长江界牌水域，
采取电鱼的方法捕捞水产品。
谁知，我市渔政执法人员刚好巡
江到此，并将彭某宝夫妇当场抓
获。为逃避打击，彭某宝当即将
约 10千克的渔获物以及电鱼工
具抛入长江中。

庭审中，江阴市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彭某宝违反保护水产
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
使用禁用的方法在长江中捕捞
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损害
了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已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遂依
法判决被告人彭某宝犯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

据悉，非法捕捞水产品者
在以往一般都是被判缓刑，但
这次被判实刑，体现出我市针
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执法和惩
罚力度加大，这也是我市首例
非法捕捞水产品获实刑案。今
年以来，市渔政部门认真落实
长江大保护重要举措，共开展
长江禁捕巡查 60余次，查处长
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5 起，其
中4起被追究刑事责任。

市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部
门负责人介绍，实行长江十年
禁渔是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具体

行动，从事非法捕捞情节严重
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捕
捞水产品在生活中很常见，但
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
地点用错误的方法捕捞，就可
能破坏国家的水产品资源，触
犯刑法，受到法律的制裁，广
大市民要自觉保护水域生态和
水产资源，切莫以身试法。接
下来，渔政部门将继续围绕“十
年禁渔”工作部署，推进长江流
域禁捕退捕执法整治攻坚会战，
努力实现“江中无人捕、水中无
渔具、市场无江鱼、管理无盲区”
的大保护目标。

在长江非法捕鱼将承担刑责
我市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获实刑案宣判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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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化肥
路社区相关负责人一
行走访慰问了辖区内
的 18 位 90 岁以上老
人，送上慰问品，并向
老人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赵家慧 摄）

22 日，天誉苑
社区党支部联合丹
阳爱心义工社开展

“九九重阳，快乐夕
阳 ”志 愿 服 务 活
动。由党员、医护
人员、网格长、退管
工人组成的志愿服
务队，为老人们量
血压、测血糖、理发
等。（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徐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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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机房搬迁工作安排，我局将于

2020年 10月 24日（星期六）22：00至 10月 25日（星期日）4：00之间开
展网络优化工作，期间会有网络中断导致无法访问税务应用的情形，
请您合理安排，尽量避免在此期间办理涉税费业务。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0年10月20日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关于机房搬迁影响应用系统对外服务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