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柜摆在街头，无人看管，里面的冷饮免费
提供给环卫工人、快递员、交巡警等高温作业人
群……近日，我市街头出现了一批爱心“免费冰
柜”，让市民在盛夏中感受到一股清凉。这些“免
费冰柜”从何而来？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在市区五星电器店门前，记者看到这样一台
“爱心冰柜”。冰柜旁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
着：“致敬高温下的城市英雄”几个大字，交巡
警、城管队员、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
户外工作者，都可以免费获得饮料补给，随取随
用。打开冰柜，里面装着多个品牌的矿泉水，且
都一一整齐地排列着。

在现场，记者观察发现，这个爱心冰柜并没有
被“抢”空，冒阿姨是第一次到“爱心冰柜”里取水
喝，她说：“这几天天气炎热，工作的时候特别渴，前

几天，我们工作群里有人说，这边有免费的冷饮，我
正好路过就来瞧瞧，没想到真有。”冒阿姨说，非常
感谢店家的付出，“爱心冰柜”不但解了他们的渴，
还暖了他们的心。

据了解，今年暑期，五星电器联合美的空调
在全国超过100家五星电器核心门店定点设立了

“爱心冰柜”，为高温工作者免费发放10万只冰淇
淋及矿泉水，给他们送去一份清凉。五星电器市
场部负责人杨宇表示，最初来冰柜前取水的户外
工作者很少，即使有部分人想来取水，也会打开
店门询问这个水是不是真的免费，而且他们拿完
水之后还会再次进到店里表示感谢，那种感觉让
她难忘。

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不少市民主动加入到赠
送冷饮的行列中来。当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

朋友正准备往冰柜里放上一只西瓜，她还在爱心
留言墙上写下了自己的爱心祝福：“高温下的城市
英雄，你们辛苦了。”没多久，退休工人周先生骑
着电瓶车送来了一箱矿泉水，他对记者说：“我退
休在家没事做，出门正巧看到了‘爱心冰柜’，就
想着送些水，做点好事儿。”随后，五星电器的工
作人员分别给他们送上了“城市英雄”的徽章。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后来一次无意中发
现冰柜里的矿泉水出现了其他颜色的包装，通过了
解才知道，原来还有很多市民在往冰柜里添水。那
些添水的市民里有爱心满满的情侣，有情意浓浓的
母子，甚至还有大汗淋漓的外卖小哥。”杨宇说，“爱
心冰柜”让她邂逅了这个城市最可爱的人。

不仅是五星电器，记者发现，在我市的大街
小巷，很多商家都设立了“爱心冰柜”，他们免费
为环卫工人、交巡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
饮品，成为了皋城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融媒体记者朱钰 李龙 徐雅珺
记者感言：

不畏严寒酷暑，早起晚归，高温工作者为
城市建设和生活便捷默默奉献着，我们不能忘
了这个群体，他们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关
爱。爱心不分大小，爱心同样需要行动，希望
有更多的热心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的活动
中来，以举手之劳给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带来
一丝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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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胃王密子君狂啃3斤手
抓羊腿火爆网络，不少网友十分艳羡
她“只吃不胖”的体质。面对网友的
艳羡，专家指出，只吃不胖是不科学
的，倘若排除糖尿病、甲亢等疾病的
影响，大胃王很可能在节目后进行了
催吐等损害健康的操作，切莫效仿。

日前，水利部发布第二批
通过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验收城市名单，江苏省南
通、淮安、泰州、宿迁、盐城上
榜。至此，江苏省已有9个设
区市建成国家级水生态文明
城市，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徐雅珺 通
讯员冒文宇）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磨头分局组织开展了餐饮行业食品
安全培训。

培训会特地邀请了市餐饮协会的
工作人员进行授课，授课老师讲述了
关于餐饮服务行业日常饮食制作的操
作规范，主要从引发食物中毒的常见
原因、预防食物中毒的基本方法、食

品原辅料采购、加工条件和环境卫
生、食品存储等方面给大家进行了详
细讲解。此次培训的开展，不仅增强
了磨头镇辖区内餐饮行业经营者的食
品安全法律意识、提高了从业人员业
务技能以及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
力，也强化了对餐饮行业的有效监
管，切实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饮食安
全。

市市场监管局磨头分局
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8日，由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和无锡蠡湖
君来水上运动中心共同打造的“2019蠡湖帆船夏令
营”正式开营，梦想征服大海的孩子们在蠡湖相聚，
开启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暑期体验。

帆船夏令营由国家一级帆船专业教练执教，每天
孩子们会学习帆船理论知识，通过打绳结、插桅杆、
装船舵、分组协同组装拆卸船帆、体能训练、岸上模
拟操作、水上实际操作训练，让孩子们实实在在打好
帆船技术基础、学会独立驾船驭风技巧和方法。除了
学习帆船课程外，孩子们还体验了皮划艇、龙骨帆
船、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项目。

□融媒体记者徐雅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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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冰柜：存的取的都是一份爱心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徐曼 刘凯）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高考录取通知
书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记者从中国
邮政如皋分公司了解到，目前，该公司
在分拣运输、投递等各环节精心安排部
署，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迅速、准确、安
全地投递到考生手中。

10日下午，中国邮政如皋分公司
召开了2019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
作专项会议。针对录取通知书邮件交
寄的时间相对集中，批量大、范围
广、时限要求高的特点，提前进行部
署。公司副总经理冯国华介绍，在高

考录取通知书寄递过程中，将严格按
频次、时限处理邮件。同时，指定专
人处理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单独登
单，单独封袋，单独归档，迅速、准
确、无误地进行处理。

据了解，今年中国邮政如皋分公司
预计将投递五千多份录取通知书，工作人
员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为了保证录取
通知书顺利送达，尤其是最近如果有计划
外出旅游或者家庭地址有变动的考生，请
及时和邮政部门联系。此外，考生可以通
过微信、支付宝、EMS官网等方式查询自
己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

中国邮政如皋分公司
为高考录取通知书“保驾护航”

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6月份窗口绩效考核结果公示如皋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出厂水水质周报

2019年7月4日—2019年7月10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项  目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标准限值 

色  度 
（度） 

<5 <5 <5 <5 <5 <5 <5 ≤15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浑浊度 
﹙NTU﹚ 

0.18 0.13 0.13 0.16 0.13 0.18 0.12 ≤1 

游离余氯 
（mg/L） 

0.55 0.50 0.50 0.50 0.50 0.45 0.50 ≥0.3 

耗氧量 
（mg/L） 

1.1 1.1 1.1 1.0 1.1 1.1 1.0 ≤3 

菌落总数 
（CFU/mL） 

<1 <1 <1 <1 <1 <1 <1 ≤100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备注：
1．标准限值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根据GB/T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规定，菌落总数需要

培养48小时后检测，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需要培养24小时后检测。因此，
上表中菌落总数为2天前出厂水的检测结果，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1天前
出厂水的检测结果。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窗口名称窗口名称窗口名称窗口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基准分基准分基准分基准分95959595分分分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1 行政审批局 97.8 1

2 教育局 97.7 2

3 人社局 97.4 3

4 城管局 97.4 4

5 民政局 97.4 5

6 自然资源局 97.3 6

7 烟草局 97.1 7

8 水务局 97.1 8

9 税务局 96.7 9

10 卫健委 96.7 10

11 公积金 96.7 11

12 交通运输局 96.5 12

13 公安局 96.5 13

14 农业农村局 96.5 14

15 市场监管局 96.3 15

16 医保局 96.3 16

17 消防救援大队 95.8 17

18 人民银行 95.4 18

19 住建局（审图中心） 95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