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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暴雨导致水污染，
使得吃西瓜会感染SK5病毒
流言：暴雨导致水污染，使得吃西瓜会感

染SK5病毒，并致人死亡。
真相是：该流言中所谓的“SK5病毒”，医

学上根本不存在这种病毒名称，也就更谈不上
吃西瓜会感染这种不存在的病毒了。同时，即
便是吃了受污染的西瓜等食物，其所传染的致
病微生物通常为肠道传染病，目前医学上发现
的肠道传染病，还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直接导
致死亡的病例情况。

最后，暴雨可能导致部分水体被污染，但
也不会马上就使西瓜携带一些完全不存在的
病毒。 （二十一）

详见商家海报

启东市统计局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知识问答（三）

问：我国进行过几次全国人口普查？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在 1953

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
年成功进行过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全国
人口普查条例》有关规定，人口普查每10年进
行一次，尾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经国务
院批准，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问：开展人口普查有什么重大意义？
答：定期开展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明确规
定。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摸清我国人
口家底的重要手段。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开展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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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购双色球 大礼奖上奖
在9月1日至11月29日期间，凡在本市福彩投注站购买单张20元

以上（不含20元）的“双色球”彩票，即可参加抽奖。特等奖奖品为价值

12万元的大众朗逸汽车1辆或等值现金。详询各福彩投注站。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因沿江线（五效港闸）处因老水闸
拆除新建需要，为确保工程安全、质
量、工期及车辆行人的交通安全，自
2020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1
日止对沿江线（五效港闸）处实施全封

闭施工，将对上述路段实施中断交通
管制，请过往车辆绕道通过。

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启东市寅阳镇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5日

绕行
通告

本报讯 国庆长假将至，高速公路将
继续实施小客车免费通行。9月24日，交
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时
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8日24时。

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今年国庆节、
中秋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免收小
型客车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
日00:00开始，10月8日24:00结束。普

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
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
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今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叠加，共8天假
期，也是今年疫情趋稳后的第一个长假，
大家出行的意愿也比较高，预计今年国庆
假期全国公路出行以旅游、探亲为主，中
短途与长途并重，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相
对较高。假期首日出程高峰突出，后期返

程时间相对分散。预计假期前一天也就是
9月30日交通量将出现明显增幅，受晚高
峰和提前出行两个因素叠加，当天15时
至23时将出现持续性流量高峰，19时至
21时可能出现拥堵，高速公路日交通量
预计超过4000万辆。

整个国庆假期出程高峰为 10月 1
日，其中上午10时至12时可能出现拥堵
高峰。由于假期时间长，返程时间相对分

散，预计10月6日前后为返程集中时段。
交通运输部门提醒，自驾出行要提前

做好规划，特别是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不用扎堆等
待免费、导致拥堵。10月1日0时为免
费通行时间，以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时
间为准，不用等到10月1日0时再进入收
费站。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本报讯 随着中
秋、国庆两节临近，
月饼成了畅销食品。
为保障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节
前开展了月饼专项
检查行动。

9月25日上午，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
人员来到汇龙镇克
明村的一家月饼生
产企业，对其生产加
工环境流程、月饼原
辅料进货渠道、产品
包装标识、从业人员
健康情况及管理制
度落实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监督检查，未发
现该企业有违规情
况。“食品质量需从源
头把控，要把生产企
业监管好，才能把控
质量，这家企业生产
过程，都控制得不
错。”执法人员介绍。

随后，执法人员
又来到市区某大型
超市的月饼专柜，重
点检查月饼外包装
是否完整，标签信息
是否齐全、清晰，是
否存在销售假冒伪
劣、过期变质等不合
格月饼。执法人员提
醒广大消费者，要选
择正规厂家生产、正
规渠道销售的产品。

据了解，市市场
监管部门自7月初开
展月饼专项检查以
来，已检查全市月饼
生产企业8家，月饼
销售单位276家次，
均符合要求；其中已
开展专项抽检的80
批月饼中，有一批不
合格。“月饼销售有
很强的时令性，接下
来，我们还将持续进
行检查，跟踪库存月

饼的处理，确保月饼市场安全有序。”市市管局
食品安全监管科副科长蔡迎丰介绍。

（融媒体记者 陈和兴 周凡）

我市交警部门首次公布

快递、外卖企业
“红黑榜”名单

本报讯 日前，我市公布第一批外卖企业
“红黑榜”名单。红榜企业名单：南阳镇菜鸟驿
站、顺丰快运，黑榜企业名单：“饿了么”启东市
滨海站、江苏慧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极兔速
递）。

为督促全市快递、外卖企业落实交通安全
主体责任，增强快递、外卖即时配送服务人员
的交通安全文明行车意识，根据《全省电动自
行车交通安全“百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要
求，我市交警大队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建
立快递、外卖企业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红黑
榜”制度，定期向社会发布。

按照通知要求，快递、外卖企业应实行“一
人一车一证一码”，统一车辆型号、统一车辆编
号管理、统一工作人员服装样式、统一工作人
员持证管理、统一佩戴骑行安全头盔、统一购
置人员和车辆保险等“六统一”制度。交警部门
将向快递、外卖企业定期抄送快递员、外卖骑
手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信息，督促企业加强内
部教育处罚，对一年内发生3次及以上交通违
法行为，以及发生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负同
等以上责任的建议企业予以解聘。 （季则）

9月26日，2020启东共乐东疆.活力东
海“文澜杯”羽毛球赛在市体育馆开赛。来
自市教体局、公安局、大唐电厂等 15 家企
事业单位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为期 2 天
的紧张角逐，比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以
及混双共200多场次。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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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假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8日24时，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

本报讯 国庆长假期间，我省高速公
路将对部分货车实施限时错峰出行。23
日，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和省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发布《关于调整重大
节日期间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范围的
公告》。

限行的部分货车，是指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黄牌货车。悬挂蓝牌、承担运送鲜活
农产品、高速公路抢险救灾、高速公路服
务区油品保障运输车辆等涉及国计民生
运输任务的载货汽车除外。部分货车限行
时间为假期前一日12时至假期第一日22

时、假期最后两日每日8时至22时。
部分货车限行区域为：1.八卦洲大桥

（南京二桥）：G36 宁洛高速马群枢纽
（0K）至雍庄枢纽（23K），限行里程为23
公里。2.江阴大桥：G2京沪高速正谊枢纽
（972K）至峭岐枢纽（1073K），限行里程
为101公里；G1515盐靖高速桥头枢纽
（117K）至广陵枢纽（169K），限行里程为
52公里，两段合计153公里。3.苏通大桥：
G15沈海高速兴东枢纽（1169K）至董浜
枢纽（1218K），限行里程为49公里。4.崇
启大桥：G40 沪陕高速启东北枢纽

（107K）至崇启大桥主线（89K），限行里程
为18公里。润扬大桥、泰州大桥、沪苏通
大桥等其他过江通道，将根据交通流量变
化、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实际情况和管
控需要，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节假日期间，危险化学品运输车江苏
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限行。

交通管理部门提醒相关运输企业和
驾驶人提前安排调整运输计划，关注交通
管理部门和导航系统发布的交通提示信
息，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上述
时段和路段出行。上述时段确需出行的黄

牌货车，请选择大胜关大桥（南京三桥）、
栖霞山大桥（南京四桥），或选择板桥、七
圩（圩塘）、夹港（利港）、江阴、靖江、张皋、
通沙、常通、太海、崇海等省内过江通道通
行。江苏省高速公路“96777”客服电话将
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 （季则）

假期苏通大桥崇启大桥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

危化品运输车辆全路网全时段限行

“羽”动东疆

本报讯 近年来，吕四港镇“红壳子”
三轮电动车非法载客营运问题突出，这些
车辆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抢行、逆行、随
意转弯成为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的主要原
因，给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严重影响，同时
这些“红壳子”安全性能较差，安全隐患较
多，一旦进入主要道路行驶，存在极大交通
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强化路面交通安全管控，吕
四港镇将“红壳子”三轮电动车专项整治列
入民生实事工程重点实施推进，印发了5
万余份《致吕四港镇人民群众的一封信》进
行全面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
通告，明确告知“红壳子”三轮电动车禁行

区域及整治规定。纵深推进红壳子车等封
闭型电动三、四轮车违规开上道路集中整
治行动，严厉打击载客违停等突出违法行
为。

今年7月以来，吕四港镇综合行政执
法局联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吕四中队持续
开展“红壳子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

已扣押“红壳子”三轮电动车250余辆。此
外，吕四港镇综合执法局定期对现场拖离
的“红壳子”车进行拆卸报废处理，已拆解
115辆。全面整治以来，镇区范围内交通条
件明显改善，交通事故率有效下降。

下阶段，吕四港镇政府将继续联合吕
四交警中队持续加大午间、夜间巡查整治

力度、扩大整治范围，力争彻底解决“红壳
子”三轮电动车非法上路的问题。吕四港镇
政府提醒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整治工作，不
驾驶、不乘坐“红壳子”三轮电动车，遵守交
通规则，文明绿色出行。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通讯员
刘伟）

吕四港镇开展“红壳子车”专项整治
目前已扣押250余辆、拆解115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