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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鲍晶）每
逢节假日南京长江二桥、江阴
大桥都会出现拥堵的现象将
得到有效缓解。记者从江苏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经过两年
多的建设，镇丹高速公路昨天
通过交工验收，具备通车条
件，在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为
广大江苏居民过江提供一个
新选择。该项目通车后，南京
往返泰州、苏中地区将不用再
绕路过江，尤其是扬中地区，

前往沪宁高速的车程将由目
前的1小时缩短为15分钟。

镇丹高速公路是我省高
速公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线路起自泰州大桥南接
线大港枢纽，止于沪宁高速
公路丹阳新区枢纽，全长
21.63公里。全线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为120公里/小时。

别看这条高速只有区区
20多公里长，却是北接泰州

大桥和在建的五峰山过江通
道，南接沪宁高速公路的唯
一一条高速公路。过去，泰
州以及苏中的车主到南京，
因为过江后的江南段无高速
连接，大多会选择江阴大桥
或润扬大桥绕道上沪宁，跑
了不少冤枉路。如果走这条
高速，扬中地区上沪宁高速
只需要15分钟左右。从南
京到泰州、盐城、兴化走这条
路也是最近的。同时，包括
南京二桥、润扬大桥、江阴大
桥的过江通行压力，也会因
这条高速的开通而分流。

本报讯 （记者 鲍晶）国庆黄金周临近，
又将迎来出游高峰。为维护广大旅游者的
合法权益，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旅游产品，
从源头上减少因低价参团而遭遇消费陷阱，
日前，江苏省旅游质量监督办公室会同江苏
省物价局成本调查监审分局，公布了我省
100条热门旅游线路产品经营成本情况，让

游客在选购旅游产品时“心中有数”。（百条
线路完整版可登录江苏旅游政务网查看）

记者注意到，国内游方面桂林和海南线
路今年注重品质服务，提升住宿标准，减少
自费项目，较去年同期略有上涨。出境游方
面普吉岛和马尔代夫线路较去年同期略有
上涨。受普吉岛沉船事件影响，游客更加注

重旅游品质和旅游体验，地接成本有所增
加；马尔代夫线路旅行社主推高端游和品质
游，接待成本上涨明显。港澳台方面较去年
同期变化不大。

省旅游质量监督办公室提醒广大游客理
性消费、文明出游、合理维权。跟团出游一定
要到正规旅行社报名，选择品质旅游产品，切

勿因贪图便宜造成利益受损；要与旅行社签
订旅游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日
后因约定不明确而发生纠纷；要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和旅游行程合理选择购买旅游意外
险，并索要发票和保单；要事先了解旅游目的
地的相关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及其他注意事
项，在旅游行程中做到文明旅游。出现旅游
纠纷时请及时与旅行社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可主动与旅游主管部门联系、保存相关证
据进行投诉，不可采取过激行为。游客投诉
可拨打96519江苏旅游投诉热线。

本报讯 （记者 吴文龙 通讯员 是雨
菲 陈丽鹰）9月25日上午，由常州国家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常州能源物联网
创新发展大会”在常州举行。

物联网被公认为是继计算机、互联
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也
是我国布局创新战略的重点领域。能源
物联网是物联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未来能源的发展趋势，同时更是智慧
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大会上，天合智慧能源投资发
展（江苏）有限公司与常州光伏产业园签
署总投资10.25亿元的《能源物联网项目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天合太阳城智慧
园区，在园区内建设由分布式能源微网
组成的能源物联网系统，利用能源物联
网的云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指
导园区内合作企业更加高效地利用能
源，并在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制造
和智慧服务四方面进一步提升园区的产
业发展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韦启
雯 刘敏 记者 徐嵋）七旬老
汉狂咳不止，而且痰中带血，以
为自己得肺癌了，到医院一看，
原来是秋燥惹的祸！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张荣春
副主任医师提醒，秋风带来凉
爽的同时，也会带来秋燥，此时
应特别注意保肺养生。

张荣春副主任医师表
示，秋天一大特点就是干燥，
最容易受影响的脏器是肺。
秋燥表现在身体就会感到喉
咙干，引起咳嗽等症状，咳嗽
咳多了必定会伤肺。肺阴

虚，严重的还会咯血。这出
血一方面是由于喉咙干燥，
干的厉害会带血痰。如果咳
嗽厉害，上呼吸道会出血。
所以，应该顺应秋季的自然
特性来养生，即保肺，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中医层面上说，秋天
干燥，无论你是阴虚还是阳
虚，如果剧烈运动出汗多，体
内的津液损耗，会导致干燥。
所以在外出活动时，不宜剧
烈，做到微微出汗即可。

秋日天气渐渐转凉，应
多喝温水，食温性的食物如芝

麻、牛奶、苹果等，少吃容易上
火的辛辣食物如葱、姜、蒜、花
椒、辣椒，辛辣食品会更加引
起干燥。俗话说秋日应“减辛
增酸”因为“酸甘化阴”，所以
多吃甜味+酸味的食物饮品
可起到滋阴润肺的功能。

此外，张荣春副主任医
师还推荐了两个秋日养生食
疗小食谱：莲子冰糖露，用半
斤莲子烧汤，加少许冰糖，可
以根据情况加适量银耳，等
到放温后饮用；百合炒马蹄
（荸荠），这两种食物都是滋
润养肺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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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
夹在中秋和国庆之间的这几天，
我省气温保持凉爽，全省大部分
地区的气温都在24℃~26℃之
间，沿江苏南地区的最低温度稳
定在17℃~18℃，淮北地区则
偏低一些，只有13℃~15℃。

早就立秋了，可是却没

入秋。气象部门表示，最近
的天气有点“矫情”，在入秋
的边缘徘徊，却没能达到真
正入秋的标准，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入秋明显迟了一点。
虽然没有真正入秋，但这个

季节是南京最好的季节，秋
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
来几日我省云系仍然较多，
部分地区可能有小雨，但对
大家出行影响不大。

徐矿举办
迎中秋职工广场舞比赛

本报讯 （张文书）日前，由徐矿集团
工会主办、徐矿大学承办的“激情飞扬 筑
梦徐矿”喜迎中秋职工广场舞比赛在徐矿
举行，集团本部12个单位代表队200多
名舞蹈爱好者欢聚一堂，共叙中秋情，筑
梦新徐矿。徐矿集团领导李正军、乔如
栋、李维刚等参加活动。

一直以来，徐矿集团坚持以人为本，
坚守家国情怀，牢固树立以职工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共建共维共享徐矿美好大家
庭。企业自去年下半年，高质量发展取得
了阶段性成绩，初步走出艰难困境，“一体
两翼”结出硕果，“六大基地”初具雏形，企
业形象和职工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举办此次比赛，是徐矿集团践行“家”文
化、丰富职工生活的具体体现。经过激烈
角逐，公司机关荣获一等奖，旗山煤矿、煤
机厂荣获二等奖，江苏矿业集团、张双楼
煤矿、华美热电公司荣获三等奖。

“猎鹰行动”整治
南京道路客运市场

本报讯（鲍晶 宁运管）近期，中秋、国
庆“双节”假日运输启动，为维护南京市道
路运输市场秩序，提升交通文明形象，南
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联合公安部门在9月
中下旬开展“猎鹰行动”，对道路客运市场
和危化品运输市场进行联合专项整治。

自9月 20日以来，南京市运管处运
政稽查支队联合全市相关交警大队、公交
治安分局对市区重点区域及客运站周边
进行了道路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共
检查客运车辆250余辆，货运车辆50余
辆，查处各类违章40起，非法营运车辆4
辆，改装货车2辆。暂扣河南籍旅游客车
1辆。

遗失启事
●胡叙巧遗失弘阳广场大世界综合

二区门市113号的质保金单据，单据号：
0073135，声明作废。

●遗失东南大学王婉就业报到证，号
码：201710286103274，声明作废。

●遗失苏州园博苑木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MA1Q46Q30N，声明作废。

● 刘 祥 身 份 证 遗 失 ，证 号 ：
430221198503063812，声明作废。

专刊
gong hui zhuan kan

··服务职工服务职工工会
“以前洗澡要跑到隔壁厂里，还要等他

们下班了才能洗，现在自己厂里就能洗，很
方便。”44岁的中天钢铁集团第三炼铁厂维
修钳工伏永平兴奋地说。

伏永平的兴奋源于今年7月第三炼铁
厂新建的浴室，更是兴奋于自己反映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2012年9月，中天钢铁党
委推出热点问题反馈机制，建立起一条与员
工之间的沟通桥梁，类似洗澡、吃饭、快递、
停车等“小事”，通过这一渠道逐级上报，党
群部门牵头党支部、分工会、团委协调解决，
这一机制被誉为中天“BRT”。

反馈落实员工问题5500余条
“自动售货机经常吞钱，能否改成通过电

子二维码收钱？”“宿舍生活区网速较慢，是否
能升级？”……在六轧厂办公室，集团团委副
书记兼六轧厂党支部副书记毛赟正在整理8
月份的热点问题清单。自热点问题反馈机制
推行以来，每月的热点问题整理反馈已成为
每个分厂党支部与员工沟通的有效渠道。

此前，企业与员工的沟通渠道较少，员工

有需求或建议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反映，常在各
种社交平台吐槽，而企业在制定惠民政策的时
候，又对不上员工关注点，常常事倍功半。

“共青团是青年人的家，中天钢铁70%
都是28岁以下的青年人，团委需要为他们
解决困难。”趁着团区委开展“青春110”活
动，时任团委书记李君在党群工作会议上提
出了建立热点问题反馈机制的想法，得到了
集团党委的采纳。

经过各支部推广，热点问题反馈机制逐
渐成为通达上下的有效沟通渠道。据统计，
自2012年推行以来，企业累计反馈落实员
工问题5500余条，仅2017年通过机制反馈
的问题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达1400余
条。今年上半年，各分厂也已经反馈并落实
厂级问题400余条，回复率100%。

“能办的事情尽量办、抓紧办，暂时不能办
的事情挂在心上，及时给员工一个说法，这是对
员工最基本的尊重。”党群工作处处长杨峰说。

长效机制引导支部尽力办、尽心办
为了确保工作的常态长效，集团党委进

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热点问题反馈工
作纳入各支部绩效考核中，同时完善热点问
题的收集和落实体系。“将这项民生工作作
为任务下达下去，引导各支部主动服务员
工，抓紧办、尽力办、尽心办。”杨峰说。

他们通过座谈会、意见箱收集，以及
QQ、微信等新媒体沟通平台等，建立了问
题收集的横向体系。对于热点问题产生及
回复，实行由员工到班组、工段，再到厂部、
公司，逐级反映、解决，逐级筛选、上报，逐级
做好相应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回复工作的纵
向落实体系。按照要求，各支部每月至少召
开3次员工座谈会。

在热点问题反馈机制的引领下，食堂用上
了饭卡自动充值系统，解决了员工饭卡充值难
题；生活区设立了快递取物专柜，免除了员工
无处取件的苦恼；篮球场增设了9支灯杆，满足
员工夜间打球的需求；停车场重新浇筑、填平，
安装了摄像头，解决了员工的停车难……

“意见能得到解决，感到了被重视，就算
吐槽也有书记耐心开导，就像在家里被亲人

关心一样。”员工张军表示。
让幸福感化成发展凝聚力

“企业是员工另一个家，我们要做的就
是把员工的小事当作自己的事，解决员工实
际困难，做员工的‘娘家人’。”集团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李军表示。

去年，在创建江苏省机冶石化行业“幸福
企业”过程中，中天钢铁董事局领导率先垂
范，深入基层了解民意。随后，100余名干部
分为18个组进行基层调研，倾听员工心声，累
计走访班组600余个，员工所关心的问题和
困难以最直接的方式反馈到集团领导手中。
集团制定了十大惠民政策，如捐赠教育基金，
解决外地职工子女就近入学难问题；进行“三
室”（操作室、点名室、休息室）改造，改善员工
工作环境；放宽员工配偶招录条件；建立职工
体检信息云管理；提高员工的工龄工资标准；
扩大技能津贴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让创业
的硕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员工。

小举措推动大进步。热点问题反馈机
制就像一座桥梁，架在员工和集团之间，让
员工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在集团形成了一股凝聚力。统计数据显示，
2012~2017年，中天钢铁的员工流失率平
均每年下降2.74%，和谐的劳动关系营造了
舒心的创业氛围，更多中天员工愿意留下，
扎根这里。 通讯员 王兴法 记者 吴文龙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宏生 记者 徐军霞）中秋
节前夕，由泰兴市总工会主办，黄桥镇总工会和经
济开发区总工会协办的“爱在仲秋 星语星愿”
2018年泰兴单身青年职工大型联谊活动吸引了
100名单身男女参加。

本次活动现场设在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小南
湖风景区，为了让大家快速熟悉起来，主办方举行
了以竞技为主，利于破冰的双人橡皮艇项目。24
岁的孙拓在泰兴高新区上班，希望找一个工作稳
定、合眼缘、有孝心的姑娘。在他看来，活动形式不
错，让自己认识了一些异性朋友。单身青年朱雪梅
希望找一个孝顺、懂事，对家庭有一定的责任心的
小伙子。当天参加联谊活动的单身青年全部来自
泰兴市企事业单位，通过团队协作比赛，他们加强
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有20多对青年男女有了
初步的交友愿望。

泰兴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正峰说，现在一些青年
男女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异性的机会比较少，逐渐
成了大龄青年。市总一直把单身职工交友、联谊作
为开展普惠制服务职工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服务青
年职工的有利载体，以此为单身职工搭建一座相识
之桥、友谊之桥、爱情之桥，让大家寻找到适合自己
的一份情缘。本报讯 （通讯员 孙红梅 记

者 王槐艾）日前，扬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总工会通过网络自愿报名的
方式，邀请40名一线职工来到开
发区智谷职工之家欢度中秋节。

开发区总工会特意请来扬州

市总工会“义工教授”、扬州苏北
医院营养专家，向一线职工普及
营养与健康知识，帮助他们科学
制定每日食谱，提高一线职工的
科学饮食水平。同时，按照均衡
营养的理念，开发区工会采购了

各种口味的食材，由一线职工现
场亲手制作月饼，现场烘焙成品，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在听讲座、制作烘焙月饼的
间隙，参与活动的职工交流了工
作和生活体会，体验了职工之家
的职工书屋、VR系统等活动项
目。

本报讯 （记者 周新林 通讯
员 谭学立 赵鑫鑫）9月24日，江
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专门为外籍农
民工员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
秋聚餐联谊活动。来自四川凉山的
农民工党员朱兴良高兴地说：“公司
党委工会组织的这次中秋活动很好
很全面，使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中
秋之夜，找到了家的温暖。”

成立于1993年东浦管桩公司
是我省和连云港市新型管桩的重
点研发生产施工企业，拥有1万多

名员工，其中来自云南、贵州、陕西、
四川、湖南、河北、河南、湖北、吉林
等地外省籍农民工就有90多人。
为了让外来农民工过一个快乐祥
和的中秋，公司工会精心准备，特地
举办了此次中秋聚餐联谊会。

活动现场，公司工会向农民
工赠送了月饼和水果，发送了慰
问信，感谢他们为东浦公司及连
云港的建设发展所作的贡献。来
自外省区的5位农民工代表在会
上畅谈来连云港工作的感受及创

业打算，表达要用自己的聪明智
慧建设好发展好企业的心愿。

为了保持与农民工的密切联
系，公司工会主席赠发农民工会
员联系卡，公布联系信箱，建立
《我的农民工兄弟》工作群，成立
联谊会，选举了会长、副会长，让
农民工在异地他乡能够安心工
作，平安生活，找到家的感觉，共
同分享工会娘家人的关爱与温
暖，共同分享创新发展的效益与
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宁工轩 记者 朱波）南京市总
工会宣教干部培训班日前在吉林大学培训学院举
行，来自全市工会系统的74名宣教干部参加培训。

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焦勇在开班动员讲话中
表示，举办本次专题培训班，既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又是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提升全市工会宣教干部能力水平的有力之举。
培训中，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吉林日
报、吉林省政治经济学会、吉林省委党校等专家学者
分别就新时期工会宣传教育工作实务、工会工作中
的危机公关、新闻写作实战案例、如何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等主题开展精彩的授课，并赴一汽集团进
行现场教学。学员们还就《南京市职工思想文化建
设推进考核办法》落实情况开展分组交流与讨论。

本报讯 （通讯员 沈财贸）
近日，省烟草专卖局举办的管理
岗位、物流配送岗位技能竞赛全
部结束，全省260名选手参加了
竞赛。选手们围绕卷烟鉴别、送
货车和叉车驾驶、消防安全、物流
综合知识竞答等进行紧张角逐，
最终连云港、苏州、南通市局代表

队分获管理岗位技能竞赛团体
一、二、三等奖。镇江、南京和淮
安市局分别获得物流配送技能竞
赛团体总分前三名。陈启星、顾
新华、胡洪金、燕杰、成飞等选手
获得各单项第一名。此次竞赛由
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省财
贸轻纺工会共同主办。

我省公布百条热门旅游线路成本价

镇丹高速国庆前建成通车
将缓解长江二桥江阴大桥拥堵

咳嗽带血得肺癌了？原是秋燥惹的祸

9月24日，武警盐城市
支队警官范正国携妻子和
儿子，来到家乡宿迁市宿城
区中扬镇敬老院，为41名入
院老人每人送上一盒牛奶、
一壶食用油、一袋大米和两
盒月饼，祝福老人们中秋节
快乐。据悉，范正国参军入
伍21年来，每年都回乡到敬
老院探望老人，累计捐款捐
物达 30 多万元。2016 年，
范正国被中央文明委评为

“中国好人”。 戚善成 摄

中国常州能源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本周我省持续凉爽模式

畅通服务员工绿色通道
——中天钢铁推出热点问题反馈机制增强凝聚力

9 月 24 日，
南京蒲公英博
爱艺术团来到
扬子公交高新
公 司 551 路 所
在场站的职工
之家，为 551 特
色班组送上“爱
心助残 无私奉
献”的锦旗，欢
度中秋佳节。

童雯倩 摄

泰兴百名
单身青年职工大联谊

南京市总
专题培训宣教干部

东浦管桩公司举办外省籍农民工联谊活动

扬州开发区工会邀一线职工团聚

省烟草专卖局举办岗位技能竞赛

仪化杯新闻摄影季赛仪化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