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在彩臣三村社区，南城区
街道办老龄协会举办的趣味运动会开赛。
运动会设置了保龄球、飞镖、套圈等8个项
目，轻松愉快的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参
加。 融媒体记者 徐秋逸摄

趣味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玩出玩出““年轻态年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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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物品搬不动
叫来家人齐动手
本报讯 工作中无意看到小区内一户紧锁

大门的人家门口有台洗衣机，动了顺手牵羊的
念头后找来姐夫弟弟帮忙搬走，孰料家人一起
因盗窃罪被起诉。近日，被告人陆某、徐某等3人
因涉嫌盗窃罪被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陆某平时开着一辆面包车负责接送小区内
某队装修队工作人员。在接送人员等候时，陆某
经常在小区内转悠，捡拾点废旧纸板等拿去换
钱。8月23日下午，陆某在小区一栋楼内拾废旧
时，发现该栋楼内一户人家门口放置一台海尔
牌洗衣机，而这家大门紧闭并没有人在内。陆某
看四下无人，便欲将洗衣机占为己有，可他一个
人搬不动，陆某决定找自己的姐夫和弟弟来帮
忙。当晚21时许，陆某开车载着姐夫徐某二人至
该户人家门口，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三人合力将
该台洗衣机窃走。经市价格认定中心鉴定，该台
洗衣机价值2286元。

被害人连某第二天从上海到达家里时纳闷
了，刚从上海由搬家公司运来放在家门口的洗
衣机，怎么凭空消失了？询问左邻右舍均不知
情。寻找洗衣机未果后，连某选择了报警。公安
机关接到报案后随即展开了侦查，后陆某于今
年9月14日被抓获归案，徐某二人于9月14日
主动到市公安局投案。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张娟娟
秦晓微）

粗心乘客落下包
公交司机急送还
本报讯 “这个包里放有我的一部手机和一

些重要材料，谢谢你们帮我找了回来。”11月21
日下午3点，市民曹女士急匆匆地跑进高新区客
运站内公交849车队办公室，拿到了遗失的包
后连连道谢。

当天下午1点，曹女士在东海镇新安集镇乘
坐208路公交车，坐了一站后就下了车，随身携
带的一个包落在了车上。下车后，曹阿姨欲拨打
手机，才意识到包不见了。“发现包不见后，我用
朋友的手机拨打了自己的手机，一下子就接通
了。”接电话的是208路公交车驾驶员许海波，
许海波在等红绿灯时，通过后视镜发现前排一
张空座位上有个包，询问车上乘客无人认领，就
帮忙把包保管了起来。

在高新区客运站内公交849车队办公室，
曹女士通过指纹解锁手机核对身份后，拿回了
遗失的物品。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范天驰）

本报讯 出门看病，带上手机就可挂
号就诊购药。昨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市医疗保障局借助“互联网+”的
力量进行医保五期接口升级改造，近期已
顺利上线，全面启用“医保电子凭证”。参加
医保的市民可在挂号、支付、出入院等院内
就诊流程中出示“医保电子凭证”，代替实
体医保卡完成各项操作。

“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统一签发，是基于医保基础信息库为
全体参保人员生成的医保身份识别电子
介质。“医保电子凭证”必须通过患者本人

的人脸识别，具备认证唯一性的特征，同
时是通过加密算法生成的电子标识，也具
备安全可靠性。

目前，我市医保参保人数达100万，
“医保电子凭证”已激活数超4.5万。我市参
保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APP等3种主要途径激活“医保电
子凭证”。市民可以通过“启东市医保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注册。首次关注公众号，
会有引导立即跳转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已关注用户可点击公众号工具栏“医保凭
证”或在对话框中输入“电子”根据跳出提
示立即激活使用。直接登录APP申领的具

体操作为：微信搜索“我的医保”并点击关
注，进入页面后,按提示选择参保地，点击

“去激活”，输入微信支付密码验证身份，授
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信息，通过人脸认证，
确保本人操作，即可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激
活，完成后需要设置医保电子凭证密码，方
便线下业务使用（线上只需要微信支付密
码）；支付宝APP—市民中心—医保—医保
电子凭证或支付宝APP内搜索“医保电子
凭证”，按提示选择参保地，点“立即激活”，
通过人脸认证后，即可成功领取医保电子
凭证。后续可在支付宝—卡包—证件中查
看。

“目前，我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等5家
二级以上医院已开通‘医保电子凭证’功
能，其中，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所有窗
口都可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市医疗保
障局综合科科长保勇表示，力争在12月底
前全市医保定点医院、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均可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购药。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医保电子凭证“落户”我市
12月底前，全市医保定点单位均可使用

河内水花生泛滥
合作镇：已打捞

日前，市民刘先生拨打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
合作镇竖河镇村34组的竖河镇桥西侧河内布满大量水
花生，无人打捞，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刘先生来电表示，在散步时偶然发现，村里34的组竖
河镇桥西侧河内长满了水花生，但迟迟不见保洁人员前去
打捞。水花生在沟河内大量繁殖，严重破坏了水环境。

合作镇接到刘先生的反映后，立即督促负责该片区
的保洁队尽快将这些水花生打捞干净。目前，水花生已
被清理。

门铃未接通不便
南城区街道办：已安装

近日，市民黄先生拨打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
他家所在的楼道门禁重新设置了门铃，仅他家未接通。

黄先生反映，近期，小区物业公司对黄先生所
在的东珠新村15号楼一单元门禁门铃系统进行了重
新设置。但黄先生家的门铃还无法正常使用，十分
不便。

南城区街道办接到黄先生的反映后，经了解，工作
人员多次上门设置，但因户主均不在家才未能设置。经
双方沟通，目前门铃已成功设置。

垃圾池久未清理
市城管局：已清运

日前，市民王先生拨打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
银州金融中心13#南侧和15#北侧的两个建筑垃圾池垃
圾无人清理。

王先生反映，银州金融中心13#南侧和15#北侧分
别有一个建筑垃圾池。“原先建筑垃圾都会被及时清运，
最近几天，垃圾池堆满了，也无人来清运。”

市城管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接到反映后，立即安排
对这些建筑垃圾池进行了清理，目前建筑垃圾已清运干
净。 本期值班 朱俊俊 曹丽娟

一夜未睡撞上树
疲劳驾驶万不可
本报讯 11月23日，合作镇志圩线洋桥北路

交通路口，一辆面包车在行驶中撞向了路边的行
道树上，车子近乎报废，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该
起单方面交通事故因驾驶员疲劳驾驶所致。

久隆交警中队民警现场勘查后，对驾驶员
进行酒精检测，测试结果为0。据驾驶员吴某介
绍，她驾驶车辆沿志圩线由北向南行驶，事发前
天晚上她为娘舅守灵，一夜未睡，事发时吴某正
在打瞌睡。

警方提醒：疲劳驾驶车辆，会感到困倦瞌
睡，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判断能力下降，甚
至出现精神恍惚或瞬间记忆消失，出现动作迟
误或过早，操作停顿或修正时间不当等不安全
因素，极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陈津凯）

12月 1日 7:00~11:30 停电范围：
10kV丰南176线#2044135杆分段开关
至#2044158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电用
户:鹤群村、双庆村、8109262140启东市
鑫 城 城 镇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8108386108启东市市政园****程建设管
理处、启东江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8105473063)、启东江天生态农庄有限公
司（8104075763）

12月 1日 7:00~13:00 停电范围：
10kV合丰 183 线（#2142002-1 杆分段
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电用户:启兴村

12月2日 7:00~12:00 停电范围：
20kV东方221线#2261031杆分路开关
支接线路 停电用户:江苏耿舜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鑫涂机械有限公司、家馨启东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
公司、江苏后浪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12月2日 7:00~12:00 停电范围：
10kV 近东 122 线#2263121+12+35+
7-19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月2日 8:00~15:00 停电范围：
10kV环南134线#201A020杆分路开关
支接线路 停电用户:友谊新村安居房、启
东 市 程 天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8103377764、 徐 振 华 、 张 铧 月
(8200141930)、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8200010728)、#201A020+5杆（专变）
12月2日 7:00~12:30 停电范围：

10kV市区187线 19号环网柜113开关
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和平小区

12月2日 7:00~14:00 停电范围：
10kV海乡181线#+2101024-3杆分路
开关支接线路 停电用户:启东市垦牧小
镇置业有限公司（丹桂花园临时用电）

12月3日 7:30~17:30 停电范围：
10kV新棉164线#2202001杆分段开关
至#2202014杆间线路（#2202014杆跳线
已断开）停电用户:元东村、启东市市政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336线路灯4#)

12月3日8:00~16:30 停电范围：
10kV环北136线 2013056+3杆分段开
关后线路 停电用户:长龙一村

12月4日 7:00~13:00 停电范围：
10kV久隆118线#2316005杆分段开关
至#2316022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电用
户:久隆商业公司、久北村、启东市继述中
学 、泵 站（#020-5 停 运）、路 灯（#
020-23）、万家春酒业（#010+3）

12月5日 7:30~17:30 停电范围：
10kV永和166线#2011037杆分段开关
至#2011071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电用
户:8107203072启东市康民食品厂、良仁
村 、8109110923 良 仁 村 一 组 、

8109111076 良仁村三组、8200134846
启东嘉顺化纤织造有限公司

12月5日 7:30~17:30 停电范围：
10kV永镇181线#227F101杆支接线路
（#227F101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无

12月6日 7:00~11:00 停电范围：
10kV决心156线 停电用户:强丰村、启东
市圣大仓储（现场令克拉开）、江苏省启东
市王鲍镇义南村村民委员、启东市三洋印
染厂

12月7日 7:00~16:30 停电范围：
10kV志良174线#2112091杆分路开关支
接线路，10kV志良174线#2112118-8+
8+5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步东
村、蟠龙村、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启东市
临海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月7日 7:00~16:30 停电范围：
10kV步东 139 线#2313110-21 杆分段
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步林村

12月7日 7:00~14:00 停电范围：
10kV惠和161线#2012044+18杆分段
开关至3号环网柜131开关间线路 停电
用户:汉 威 村 、汉 威 村（13 大 队）、
8106318463-启东昆驰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8108722527-启东市辰光电器设备有
限公司、江苏澳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8107683633)、8108679531-启东市恒盛

经编织造厂(普通合伙)、8108679532-启
东市乐源手套厂(普通合伙)、南通华洋印
务有限公司(8107967659)、启东市汇龙圣
佳建筑材料设备有限公司(8109227080)、
8108512644-启东市贝嘉莱机械有限公
司 、江 苏 澳 兴 服 装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8200145664、8108727685-陈红菊、启东
市荣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8103262063 、
启东市恒安防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8200136711)、启东市林海林业机械厂
(普通合伙)8200041061、启东市凯泰机械
铸造有限公司(8108955396）、南通迪华
服装有限公司)(820005293）、启东市市政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8104577363)、启东
金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02587347)、
8108851127启东盛德钢结构有限公司、
8108512643南通爱福特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8200140559南通德尔特混合设备有
限公司、8108492201启东市宏达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12月8日 7:30~15:30 停电范围：
10kV民南147线1号环网柜113开关后段
线路 停电用户:启东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月8日 5:30~11:00 停电范围：
10kV亿丰198线 停电用户:亿丰商场

12月9日 7:30~15:30 停电范围：
10kV启创194线1号环网柜113开关后

段线路 停电用户:8109296607启东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月9日 7:30~14:30 停电范围：
10kV吕开142线#2037056杆分段开关
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太阳庙村、云峰建
材、启东仁德置业有限公司、专变（#
066-9杆）、专变（#+070杆）、专变（#071
杆）、专变（#074+1杆，停运）、市政园林建
设有限公司（#080杆）、上海富大胶带制
品有限公司、磊阳工具厂、专变（#087-2
杆）、专变（#091-1杆）、南通盛强机械有
限公司、江苏大众电工有限公司、嘉恒基
（南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嘉恒基（启东）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南通二建集团中吕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南通金鼎食品有限公
司、吕四港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12月9日 7:30~14:30 停电范围：
10kV科兴122线#2131086杆后段线路
（#2131086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无

12月10日 7:30~17:30 停电范围：
10kV 永 和 166 线 #2011070 杆 至 #
2011135 杆 分 段 开 关 间 线 路（#
2011113-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
（#2011070杆跳线已拆除），10kV永和
166线#2011070+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
路 停电用户:洪流村、安南村、中北村、中
北村南(810911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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