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吃桃，自己摘。连日来，位于北新
镇永丰村的新田果蔬合作社的60亩大棚
桃林里游人不断，挑上几只心仪的大黄
桃让人特别开心。眼下，“金星一号”黄桃
进入盛果期，合作社推出了“自助采摘”
的销售模式，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
发布信息，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采
摘乐趣。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自助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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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双重好礼一蹴而就
今年五月“锦鲤”的“鸿运”虽然送完了，但体彩即开

票惊喜活动可不能停。“一蹴而就”新票携双重好礼来袭!
中1000送千元电商卡，还有运动好礼等着你，惊喜多
多，机会多多。

超级幸运，超级派奖
2020年6月6日~7月15日，对活动期间内兑取刮刮乐

“超级幸运”一等奖至四等奖的中奖者进行100万，50万，10
万，1万的固定派奖，活动内容详见店内公告。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因工作需要，启东市残联面向全市公开招聘市残疾
人托养中心编外劳务人员、残疾人专职委员各1名（专
职委员定岗北新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1.全日制本科学历，年龄30周岁以下（1990年1月

1日以后出生）。
2.托养中心编外劳务人员为中文、文秘或者新闻专

业，专职委员不限专业。
3.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残疾人事业，品

行端正。
4.具备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5.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户籍在本市。
同等条件下，本人为持证残疾人或者直系亲属中有

持证残疾人的优先录用。
二、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日~7月15日（工作日上

班时段）。
2.报名地点：启东市残联办公室（民乐中路718号，

实验幼儿园北侧，特教学校南侧）。
3.联系电话：0513-83213139

4.报名时提供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户口本等证
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三、组织考试
1.考试内容：笔试主要考公文写作；面试主要考组

织协调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2.开考比例：笔试按招录岗位1：3比例开考。笔试

结束后，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人数1:2的比例确定面试
对象。笔试与面试成绩各占50%，择优体检合格后录
用。

四、聘用及待遇
1.编外劳务人员工作地点由市残联统一安排。其

中，托养中心编外劳务人员工作地点原则上在汇龙镇永
阳村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专职委员工作地点在北新
镇。

2.拟聘人员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满由市残联进
行综合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与原单
位有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由本人按有关规定自行负
责处理。

本公告由市残联负责解释。
启东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0年6月30日

启东市残联公开招聘编外劳务人员的公告
7月16日7:30~14:30 10kV大桥线#2297119

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兴乐村、英才村、
秀旦村、海棠村、惠萍镇人民政府、启东市市政园林建
设有限公司、南通东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 月 16 日 7:30~14:30 10kV 大 同 线 #
2123690+23杆后段线路（#2123690+23杆跳线已
断开）停电停电范围:无

7月16日7:00~11:00 10kV海乡线#2101024+
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复西村、复新村、
启东市恒发农副产品加工厂、南通市洪康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7月17日7:00~14:00 10kV大桥线#2297070
杆分段开关至#2297123杆分段开关间线路停电停电
范围: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庙西村、启东市博
圣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秀旦村、大兴花部、兴乐村、
机管站、水井站、大兴织带厂、江苏澳兴服装集团有限
公司、启东市鑫辰泵业有限公司、启东市沛新玩具有限
公司、启东市天地纸模包装厂、农科所、启东市徐龙小
学、织带厂、果园村、南通鑫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
东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启东市惠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月18日7:00~13:00 20kV滨欧线#2267064
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2267079+3杆分段开关后段
线路除外）停电停电范围:江苏海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启东盛丽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易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浩气航空地面
设备启东有限公司、启东弘源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得
隆机械设备启东有限公司、江苏宋氏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江苏启尖丝杠制造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
有限公司、启东市土地开发复垦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艺霆灯具制造启东有限公司、启东
烨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苏优萌热交换系统有限公

司、#2267079-9杆（8107992536南通蜀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2267079-10杆（江苏优萌热交换系统有限
公司、南通泰豪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航科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2267083 杆（景翔重工环保设备江苏公
司）、江苏航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启东兴隆园瑞孚管
路系统有限公司、江苏钜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7 月 19 日 7:00~13:00 20kV 滨 欧 线 #
2267079+3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启东
恵达减震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航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双荣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东金盟置业有限
公司、启东嘉博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启东申华塑料机
械有限公司、启东市望海城置业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
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启
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祝桥金属材料启东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滨欧线3号环网柜232、233间隔后段
（专变）

7月 20日 5:30~8:30 10kV海源线#2041601
杆分段开关至2号环网柜121开关间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信安真空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7 月 20 日 6:30~15:30 10kV 合 丰 线 #
2142002-28杆支接线路（#2142002-28杆跳线已
断开）停电 停电范围:保卫村、志乐村、乐庭村、工业园
区、少直工业园区、东南村、联富村、西阳村、启东远东
园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启东市南阳镇人民政府、启东
市交通运输局、#2142002-28+52杆（专变）、启东市嘉
禾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142002-28+64杆（启东市
塑料六厂）、启东市陆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飞虎
针业有限公司、朗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市
南阳村镇开发有限公司、启东市南阳村镇开发有限公
司、启东市南阳镇人民政府、启东市伟成蔬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南通广发生物能源有限公司、#2142002-28+
148+1杆（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启东市供电公司2020年7月中旬停电通知

本报讯 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被摆地摊刷
屏？7月2日上午，亿丰
商城步行街，施工人员
正加紧施工布置彩灯，
市场管理人员在现场与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商
讨摊位设置情况。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
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精神，落实“六保”任务
的总体部署，主动适应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实现“六稳”“六保”
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

“双赢”目标。7月1日，
我市发布《关于规范“便
民疏导”、服务“夜间经
济”的实施意见》。

针对“便民疏导”
点，我市分别从区域、时
节、消费群体等3个方
面细化落实“便民疏导”
点设置；进一步优化紫
薇路小商品市场，设置
全天候小商品经营疏导
区。进一步完善欣乐城
疏导点设施，提升便民
服务功能。适时选择城
市公共空间、人流密集
商圈设置便民疏导点；
结合我市季节性特色瓜
果实际，在城区适时设
置地产时令瓜果便民疏
导点。鼓励城区街道及
周边区镇在具备条件的
居民小区内，确定适当
区域设置应季瓜果疏导
点；因人制宜分类疏导，
根据经营品类的差异，
结合周边群众生活需
求，引导意向出摊户至
品类适当的便民疏导区
开展经营活动。

市城管局副局长席
庆晟介绍，城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在落实专人管
理，保证安全、卫生、秩序等情况下，可以利用综
合体自有区域举办“夜市”，开展静态促销活动，
推动繁荣夜经济。“夜市”包括小商品、服饰玩具、
鲜花零食、地产瓜果等经营品类，严禁现场煎炸、
烹饪、烧烤等食品制作。

华山路、果园路夜排档作为城区餐饮夜市集
中区域，经营户须严格履行市容环卫责任区制
度，落实垃圾分类、餐厨垃圾投放规定，自觉维护
交通停车秩序。城区烧烤门店经营须在室内制作
并安装符合环保标准的油烟净化装置，严禁露天
烧烤行为。经营门店（餐饮门店）禁止出现店外就
餐、店外加工制作、店外摆放桌椅板凳等影响市
容环境行为。

同时，为保障流动摊点和环境秩序，6月30
日起，市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各中队按照既定部署
方案，成立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小组，集中开展
夜间流动摊点和环境秩序整治行动，依法依规
取缔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经营行为，以实现

“商贩就业有保障、市民生活更方便、城市管理精
细化”。

城管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共同遵守城市管理
相关规定，到指定的摊点位置规范售卖，携手助
力城市复工复产，让城市“活力”与文明城市创建
同步推进。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通讯员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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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公共
服务热线，反映南阳镇东昌镇村3组沿路
的冬青树出现虫害。

张先生告诉记者，村道旁种了不少
冬青树。“最近我发现那些树叶上出现
密密麻麻的虫洞，感觉虫害比往年严
重。”张先生表示，如果虫害不及时处
理，很担心这些冬青树都会枯萎掉，所

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安排人员治理
虫害。

南阳镇政府接到张先生的反映后，立
即联系东昌镇村村委会。村干部第一时间

安排人员对有虫害的冬青树进行喷洒药
物，治理虫害，以保证树木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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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 朱俊俊 陆星星

日前，市民袁先生拨打12345公共
服务热线，反映其家宅东侧的一条泯沟
沿出现泥土塌陷，担心影响房屋安全。

袁先生的家位于东海镇丰利村10

组，宅东侧有条泯沟，房屋与泯沟间距较
近。“梅雨季节连续大雨，泯沟沿塌陷现象
越来越严重，恐对房屋安全造成影响。”袁
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

东海镇政府接到袁先生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查看，
了解实际情况。目前，东海镇正在根据毁
损情况与专业施工队研讨解决方案。

沟沿塌陷波及房屋安全沟沿塌陷波及房屋安全
东海镇东海镇：：正在商讨解决方案正在商讨解决方案

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12345公共服
务热线，反映近海镇渔海花苑北门拱门顶
上的大理石松动，存在安全隐患。

李女士家住近海镇渔海花苑，前两
天她散步经过小区北门处，抬头意外发
现拱门顶上的大理石出现了松动。“大理
石明显出现松动，感觉大风一吹就有可
能掉下来，如恰巧有行人路过被砸，后果

不堪设想。”所以，李女士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处理。

近海镇接到李女士的反映后，立即
组织维修人员赶到现场查看。目前，维修

人员已对松动的大理石进行了防护处
理，接下来将拆除大理石后铺设真石漆。

小区拱门大理石有松动小区拱门大理石有松动
近海镇近海镇：：已防护已防护，，将铺设真石漆将铺设真石漆

沿路冬青树虫洞何其多沿路冬青树虫洞何其多
南阳镇南阳镇：：已喷药治虫已喷药治虫

本报讯 7月1日，一则辅警小姐姐把
雨衣让给双拐老人的新闻登上了微博热
搜，一夜之间关注度近3000万，网友们纷
纷表示被这位姑娘实力圈粉，纷纷称她为

“雨中天使”。
“天使”名叫杨燕，是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综合室的一名内勤。齐肩秀发，浓眉大
眼，温柔灵动，笑起来格外灿烂，这位90后

小姐姐自带女神气场。问及那天下午为双
拐老人送雨衣的事，杨燕略带腼腆说，就是
个平常小善举，没想到登上了微博热搜。

杨燕曾是一名军人，2011年至2013
年在新疆喀什入伍，当通讯兵。3年的兵营
生涯，磨砺出她刚强与柔韧兼具的双重性
格，日常协助民警从事政工工作。酷！温
暖！美丽……这是同事眼中的杨燕。有时

候同事身体不适，她二话不说揽下同事的
执勤任务。

杨燕工作之余还担任瑜伽教练，可盐
可甜，可柔可飒。同科室的张凌说，她还
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去
年的一天晚上，在杨燕前往瑜伽课的路
上，偶遇一对吵架的夫妻，丈夫在殴打妻
子，路过的杨燕挺身而出，制止了施暴的

丈夫，并且报了警。“我就是这么刚！”杨燕
笑着说。

“穿上一身警服，等于
扛起一份责任。”杨燕说。
对生活和工作始终保持一
份热爱，她的身上自带“乘
风破浪”的气质。
（融媒体记者 龚圣云）

“雨中天使”登上微博热搜
现实中的她可盐可甜可柔可飒

（扫码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