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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队员意志品质难能可贵
4月 13日 15:
30，中甲联赛第五轮，
南通支云作客哈尔滨挑战黑龙江 FC，最终
在 10人应战的情况下，0比 0逼平对手，
收获 1分。在连续两轮比赛中都遭遇少打
一人的情况下，支云众将士们团结应对困
难，展现出了狼兵的意志品质，这也让主
教练魏新在赛后不吝赞赏。
^_`a
首发阵容在缺少阿邦的情况下，主教
练魏新排出了 5-4-1的阵型，姆拉登担任
单前锋，李亚楠坐镇门将位置。支云的冲
甲功臣任兴隆获得赛季第一次出场机会，
和余剑锋分居左右两边，费煜、祝一帆搭
档中场。
虽然只有一名外援出场，但支云依旧
打出了自己的进攻特色。第 34分钟，李嘉
玮右路传中，任兴隆跟上头球攻门，足球

擦着立柱飞出。
第 41分钟，支云获得位置不错的任意
球机会，在同伴的掩护下，费煜打出力道
十足的低平球，可惜被对手门将神勇化解。
虽然上半场比赛支云机会远多于对手，但
比分依然是 0比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不久，支云又遭风云
突变。第 50分钟，小将魏来在一次防守中
收脚不及撞倒对手，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
牌。连续两场比赛支云都在下半场遭遇少
一人作战，多少让大家有些猝不及防。
但很快，场上球员们统一思想，团结
一致。第 76分钟，魏新用季俊换下余剑
锋，向场上球员坚定地传递依然要继续进
攻的思路。
无奈毕竟人数不占优势，依然久攻不
下。第 89分钟，郑浩乾换下祝一帆，主教

练魏新想利用充沛体能搏一搏。奋力拼搏
的支云球员频频出现抽筋现象，补时阶段，
翟肇宇换下李湘彬做好最后的防守。
最终全队球员众志成城，没有给黑龙
江队任何机会，守住平局，博得 1分。这
也是球队在本赛季客场比赛中收获的第一
个积分。
bcde
本场比赛，来自中如集团、南通六建、
南通四建哈尔滨分公司的助威球迷 60余
人，加上南通远征军球迷 20余人，共同为
支云将士们加油打气。感谢他们在寒风中
给了支云不懈拼搏的力量，所有困难南通
支云都能坚强应对。
^fgh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魏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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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示：“比赛的过程非常艰苦，特别是下半
场我们被红牌罚下一人，和上一轮一样少
一人作战。但大家经历过上一场比赛
10vs
11，在思想上和情绪上没有太大影响，
表现出来的进攻欲望和防守方面的坚定，
让我看到了球员的意志品质非常棒，难能
可贵。
”
虽然没能实现客场首胜的目标，但平
局也是球队可以接受的结果。“1分对我们
也很关键，特别这是我们在客场拿到的第
一分。同时也是我们打的五轮比赛中第一
场没有失球的比赛，这是我们的进步。”魏
新说。
最后魏指导也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希
望两支球队在后面的比赛中都能有好运，
感谢所有来看球的球迷朋友们。
%据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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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宠大机密 0, 曝光全新预告

1939年 4月 13日，光未然
作词、冼星海作曲的 《黄河大合
唱》 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
公演，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全
面抗日歌曲的“主旋律”。80年
后，这首歌曲重现舞台，演绎者
中包含了歌曲首唱者、如今已经
98岁的李一非。
日前播出的 《经典咏流传》
第二季第 8期中，几代 《黄河大
合唱》 的表演者和传唱者致敬经
典，重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
关头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的英雄气
概。
98岁的李一非是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学员，也是 1939年 《黄
河大合唱》 第一次公演时的合唱
团成员。她回忆说，歌曲在延安
首演时的礼堂很小，只能坐几百
人，演了 17次才满足观众需求；
当时受条件限制，演出者用汽油
桶自制了贝斯，用缸子配上五六
根木棍当作打击乐器。
%据新华网#

动画喜剧电影 《爱宠大机密 2
》 日前
发布“嗨皮萌宠”预告，镜头前开爬梯、
做保养、自助按摩的萌宠，延续了系列
前作趣味搞笑的内核。影片用全新的故
事，进一步揭秘熟悉的宠物们的不为人
知的生活。
在最新曝光的预告里，狂欢的宠物
们担当了绝对主角。梗犬麦克与它的伙
伴杜克、兔子小白、博美啾啾等这些并
不陌生的面孔，本性不改地上演着令人
捧腹的夸张戏码，而新晋加盟的角色：
威武霸气的农场“王者”鲁叔、爽朗勇
敢的西施犬黛西，也将作为形象鲜明的

笑点助攻，为影片增加更多看点。宠物
界新朋老友的携手作战，再一次撩动着
观众的笑感神经和共鸣，毕竟预告片中
随时精力充沛准备把主人生活搅得天翻
地覆的宠物，像极了自己家中的“小闯
祸精”
。
那么，主人不在身边时，宠物只想
着调皮玩耍吗？预告片给出了答案。事
实上，被人类视为“不省心”“粘人”
的毛孩子，将在本片中展现出鲜为人知
的独立自主的一面。它们依恋人类将其
视为依靠，也在与人类相处过程中自我
成长，当怀疑小主人可能遇险时，当感

受到伙伴需要自己时，它们能迅速全员
集结，甚至果断而勇敢地挺身而出。
《爱宠大机密》 系列电影，提供了
一个让宠物在镜头前说出自己心声，让
人类更了解宠物的机会。独出心裁的视
角，使系列第一部已在全球斩获 8.
75亿
美元票房，并创下不俗的口碑成绩。
《爱宠大机密》 在国内也深深俘获了观众
的心，上映首日上座率位居第一，在国
内主流票务网站平台猫眼、淘票票获得
观众高达 9分评分，并获得了 3.
89亿人
民币的票房佳绩。

我公司位于如皋市东部工业区旺源路 18
号，2019年 1月 20日因在建厂过程中，废
水、废气处理设施未及时建设和投入运行受
到环保部门查处。对此，我公司深刻认识到
污染治理是每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此
就本公司不达标排放的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
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今后公司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落实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规范管
理、约束、落实全员岗位环保职责，认真履
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更好地做好污染防治
工作，绿色生产。
二、加强所有员工责任意识，层层把关，
道道工序到位，确保各项环保指标达标排放。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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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出行! 您是否有一种感受" 从电信大楼往北行驶! 或是从环
西大桥向南走! 道路变宽敞了! 驾车时噪音变小了! 交通信号灯竟然跟路灯杆
粘在了一起##
经过市住建局近 ! 个月的精心打造! 益寿路终于在温暖和煦的阳春三月实
现了 $华丽变身%! 精致简洁的景观绿化& 整 洁 有 序 的 市 政 道 路 & 高 效 节 能 的
路灯照明! 让这条有着 "# 年运行历史的城市道路枢纽再换新颜'
在益寿路提升改造过程中! 市住建局践行新理念& 运用新技术! 落实城市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努力将其打造成城市道路建设的 (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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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益寿路机动车道改造施工方案上，采
用了共振破碎工艺，将原路面混凝土破碎后
用于道路基层，使其变废为宝，实现了资源
的循环利用，累计减少约 1.
25万立方米的
固废垃圾，同时优化了灰土及水稳层施工工
序，节约石灰约 2500吨、水泥稳定碎石约
35000吨。
此外，共振破碎技术还充分体现了其迅
速高效的优势，日均完成道路破碎作业面积
约 2000平方米，益寿路改造项目主线仅用
40天就实现了机动车道的临时通车。
新工艺的使用，既节约了投资成本，又
降低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真正实现了
“绿色施工”
。

益寿路提升改造现状 "万都与沃尔玛路口$

在实施“白改黑”改造的同时，对主干道中山路、
福寿路与益寿路的交叉节点进行了渠化改造升级，增
设了安全岛，提升会客厅形象，行人与机动车在“渠
化”的引导下，安全通行，规范有序；对福兴路、宁
海路等次干道交叉节点进行了展宽改造，拆分直转车
道，增加右拐专用车道，通过渠化改造和展宽改造，
提升了益寿路的通行效率。

进口共振破碎机械施工中

益寿路改造工程的一大亮点便是将路灯
杆、交通信号杆、交通标识牌等市政资源整
合，实现标识标牌、交通信号灯、智能监控
与路灯等杆件的“多杆合一”
。本次共安装了
53根多功能灯杆，新型灯杆不仅整合了交通
设施杆的功能，还为电信、移动、公交等多
个部门预留了地下管线或管位，今后还可以
拓展 Wi
Fi
、微基站等功能，助力智慧城市建
设。与普通灯杆相比，多功能灯杆可使路面
杆件减少 35%，大大提升道路景观整洁度；
减少绿化占用约 100平方米，使道路绿化更
美观；同时节约钢材约 7420公斤，有效降
低建设成本；增加新型漏电短信报警装置，
有效突然掉电现象；使用高光效 LED节能光
源，用电量仅为原来的 2／3。

益寿路改造工程改造范围：北起如泰运河，途经滨西路、广
福路、中山路、绣品路、南马场路、福兴路、健康西路、宁海路、
南至福寿路，全长约 2.
1千米，总投资约 6000万元。改造内容包
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雨水、污水、给水、弱电
等。
本次改造机动车道采用共振碎石化技术“白改黑”，非机动车
道及人行道，雨水、污水、给水、弱电等管线均重新实施，是我
市道路“白改黑”改造示范工程，累计摊铺沥青道路约 7.
3万平方
米，铺设城市雨污水管网约 5.
8千米，提升 5处道口信号灯，浇筑
透水混凝土人行道约 1.
1万平方米，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600平方
米。同时，对益寿路中山路路口、益寿路福兴路路口、益寿路宁
海路路口等重要交通节点进行渠化、展宽改造，增加进出道口和
右行车道，提高车辆行人通行率。
自 2018年 9月开工以来，市住建局以益寿路改造为试点，积
极对标学习新的建设理念和经验，在市政项目建设中融入了共振
破碎、展宽疏堵、共杆、防沉降井盖等多项新技术、新材料，以
新理念不断提升市政道路“颜值”。目前，益寿路改造工程已基本
竣工，道路通行状况优良。

789U; OVWXSRG YXZ[\]J
益寿路改造项目选择了可调节的新型球磨铸铁防
沉降井盖，可以根据路面的变化适时调整高度，很好
地解决了因沉降而导致的井盖和路面不齐平的问题，
确保路面美观和交通畅行。

新型防沉降雨水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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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重新规划与建设，主要路口均增加了
草花布置，新增了如皋市花月季的种植，增添
了景观色彩，同时也可以降低因路口乔木、灌
木过高遮挡行人视线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风险，
提高了通行的安全性。

新型公益广告宣传电子屏

'()* 34 & 56
益寿路树木种植采用色叶树种，行道树选用无患子，
在夏季时能够形成林荫，为行人遮挡阳光，秋季时飘落
的黄色叶片又自成一景。两侧分隔带中采用红枫、红叶
李等色叶树种以及素有“百日红”之称的紫薇，常绿飘
香的桂花等，多样的树种丰富了整条道路的景观层次。

'()* +, & -.

%据新华网#

将文明标语与交通标识牌、信号灯相
结合，进一步提升宣传载体的亲民度，让
城市文明随处可见，既规范了交通秩序，
又提升了城市的“温度”
。
"供稿* 许波伟

●如皋市德余排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证照编号：320682000201611150075，注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20682601616502，声
明作废。
●陈元兰遗失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编号：32068219821201584X，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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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精艺钢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志龙
04)5 年 6 月 70 日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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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主干道益寿路上，路边的路灯杆和
市区其他的路灯并不一样，每一根都“身兼数
职”。有的加载了信号灯，有的安装了监控头，
有的安装了指示牌。
这是市住建局城市照明管理处实施的“多
功能灯杆”项目，将路灯、指示牌、监控头、
信号灯等多种道路杆线进行了整合。
市照明管理处主任陈军介绍:
为满足不同的

四种不同功能的杆体形式

城市功能，当前城市道路上各种杆线林立，路
灯、路牌、监控头、信号灯等各种杆线不仅使
得道路景观杂乱无章，也造成城市建设成本的
浪费。为避免这种现象，我市在改造建设益寿
路这条道路时，首次实施“多功能杆”的试点，
率先将道路照明、交通标志标牌、交通信号设
施、监控设施等交通管理设施杆与路灯杆全面
整合。

首次试点的该条道路上，共安装了 53根
多功能灯杆，目前不仅已经整合交通设施杆的
功能，由于已经在地下预留了电信、移动、公
交等多个部门的管线或管位，今后还可以开通
Wi
Fi
、微基站等功能，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首次试点显示，多功能灯杆可使路面杆件
减少 35%，大大提升道路景观整洁度；减少绿
化占用约 100平方米，使道路绿化更美观；同
时节约钢材约 7420公斤，有效降
低建设成本。另外，此次多功能杆
信号灯增加新型漏电短信报警装置，
有效避免信号灯运行过程中突然掉
电现象，并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信号
灯供电故障情况，便于及时处理；
优化了主要路口照明均匀度，如中
山路路口的照明，让照明均匀度更
合理；使用高光效 LED节能光源，
路灯由原来开启两路改为四路，但
路灯全面开启用电量仅为原来的
'身兼数职( 的路灯杆
2／3，充分实现了绿色照明与智慧
照明的完美结合。 "供稿 孙秦燕#

:dGIef9gdhijklm
根据 《关于立即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的紧急通知》
（皋建发〔2019
〕60号）文件要求，
4月 1日至 4月 3日，
市燃管处于对全市城镇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开展检查。检查采取
查看现场、翻阅台账等形式，全面检查了全市管道燃气企业、瓶装液
化石油气企业及汽车加气站，共发现隐患 71条，形成了检查记录。
并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公示情况进行督查，相关企业都已
公示，
正在对照要求，
完善整改。
针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市燃气管理处督促各燃气企业
务必高度重视、责任到人，对照检查记录逐条限期整改到位，认真反
思存在问题的原因，
进一步梳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病，
制定措施及时加
以完善；
严格按今年相关专项整治要求，
合理安排当前燃气安全生产
工作，迎接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 4月上旬对各县（市）区城镇燃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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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全生产情况的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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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 下 午 ，
市区域供水管理处、市
征收办两党支部联合组
织 20多名党员，前往
海安参观“七战七捷”
纪念馆。他们在“七战
七捷”纪念碑前敬献了
花圈，举行了重温入党
誓词宣誓仪式，参观了
“七战七捷”纪念馆展
示的战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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