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
管
先
行

环
境
保
卫

贯彻病虫害防治条例贯彻病虫害防治条例 保障农作物增产增收保障农作物增产增收

A2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要闻·综合

责任编辑：周优优 版式设计：李 莉

7月1日，建设6年多的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暨沪苏通铁路正式
开通运营。当晚，五彩缤纷的灯光
让雄壮的大桥流光溢彩。这美丽的
背后，离不开供电人员的努力。

自2014年3月大桥开建起，作
为大桥的“电保姆”，通州供电全程
守护，为大桥建设提供不竭动能，

“照亮”沪苏通公铁大桥建设路。

为了大桥施工的安全可靠用电

工程的实施必须有电力支持。
大桥开工伊始，紧迫需要临时电
源。南通和通州供电部门联合多部
门踏勘、研究用电方案，在大桥选
址现场修改图纸，快速办理项目用
电报装业务申请，优化施工和中间
检查流程，仅 50多天，就完成 4台
总容量为 2000千伏安临时变压器
的安装和调试，比预计工期缩短20
多天。

在大桥进入各个关键性建设
节点时，总有各种临时用电需求。
为赶工期，通州供电多方协调，“一
路绿灯”。时任通州供电营业部大
客户经理的曹阳回忆说，“有一次
接到中铁大桥局的临时用电申请，
我们当天就带人勘查现场，现场

‘电话会商拍板’，当场答复供电方
案，要是按常规流程需要几天时
间。”

为确保建设工期，2000多名工
人夜以继日奋战在大桥一线，这也
对电源不间断供电提出极高要求。

“近水楼台”的平潮供电所承担了
很多工作，无论酷暑严寒、大雪风

雨，供电人员“全假期、全天候、无
间断”值守与大桥、通沪铁路等重
大项目建设息息相关的电力专线。
平潮供电所所长周建锋告诉记者，
曾经一天带人劝收风筝 116只、制
止孔明灯放飞8起，“有时看到风筝
在飞，要跑上两三公里，花上四五
个小时才能找到人，这都是常事
儿。”2015年 6月，江心岛上建混凝
土搅拌平台，需从五接变电站接出
电源安装变压器，为确保早日通
电，曹阳每天平潮五接来回奔波，
磨坏了两双鞋。大桥沉井平台施工
时，供电人员定期到江心岛上对变
压器、环网柜进行“体检”，烈日炎
炎，一趟下来衣服湿得恨不能挤出
整斤的汗。

因为巡检密、细，大桥建设期
间未发生一起停电跳闸事件。“通
州供电的应急处事反应力太强了，
工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他们的支
持、保障。”中交二航局沪通长江大
桥一标项目部设备部部长曹龙说。

为了牵引站的快速通电

今年4月8日，沪苏通铁路南通
西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
利投运，南通西牵引站变电所一次
性成功受电，为沪苏通铁路正式带
负载运行提供了电能的重要保障。

该牵引站是沪苏通铁路全线
规模最大且首个受电成功的，主变
容量113兆伏安，沪苏通铁路、盐通
铁路、通苏嘉甬3条高速铁路共用，
是南通西部高铁枢纽牵引供电系
统的“心脏”。

为了让“心脏”跳动起来，供电
人想尽了方法。牵引站需从 220千
伏齐心变和220千伏石庄变引入电
源，2018年 11月初开工。由于其中
一条引线工程涉及 220千伏天齐
4985/4986双线同停，会造成天生
港电厂两台机组停机，影响港闸区
及城区中西部供热以及市区 35家
重点客户用电。

怎样让损失降到最低？停电方
案做了一次又一次，经过多次协
调，并报省电力调控中心批准同
意，最终将停电时间压缩至7天。停
电期间，供电部门 170人同时投入
作战……这两条线路分别于去年
11月和今年 1月完工，并做到零缺
陷验收。

为了南通西站的按期运营

7月 1日 11点 28分，南通西站
首发C3839次列车缓缓出站，供电
部门的保电人员早就守护在大桥
沿线、动车牵引站等处，对线路和
其他相关配电设备进行特巡，保障
南通至上海首列动车顺利发车。

其实，为了南通西站按期运
营，从正式动工起，供电人员像守
护大桥一样全力以赴。开工时正是
新春佳节，供电工人放弃休息，冒
着寒雨、脚踏泥泞，突击4天迁移和
新架 400伏线路 320米，改造和增
容总容量 600千伏安变压器 3台，
又临时延伸专线4.8千米，安装4台
500千伏安变压器和 2台 315千伏
安临时变压器，架设2台10千伏环
网柜，实现双回路、24小时不间断

供电，为西站建设工程提供电力保
障。

今年 2月，从 110千伏平南变
向南通西站架设的 10千伏专线顺
利贯通，与此同时，南通西站第二
电源点开建，从 110千伏陈桥变电
站向南通西站敷设 6千米电缆。面
对地下管网错综复杂、疫情、连续
阴雨、设备材料难以运输等困难，
20多名供电人员日夜鏖战。6月 25
日当天，电缆只剩最后一段 420米
等待敷设，胜利在望。一大早，30多
名供电人员就开始作业。当晚10时
许，6公里的电缆全线贯通！26日零
点，电缆终端制作及试验完成！26
日1点45分，一次送电成功！

一个宏大工程的背后，必有无
数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6年
来，为了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
州供电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披
荆斩棘，以汗马之劳，为大桥和铁
路建设提供电力支撑，赢得了宝贵
时间。

6月 28日，沪宁城际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蒋兔林给
通州区供电公司送来一面锦旗，上
书：“攻坚克难展风采 凝心聚力系
高铁”，感谢供电人的贡献。这已是
大桥建设以来通州供电收到的第
七面锦旗。公司总经理朱富云笑着
说：“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服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是我们供电人一直以
来的坚守。为大桥、铁路做好服务
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光！”

记 者徐艳梅
通讯员杨少玉 吴庆华 陈磊

通州供电全程“照亮”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设路

问：建筑垃圾是指什么？
答：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
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

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
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和其他固体
废物。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郭鹏程）7月 7日是高考第一天，石
港中学食堂内，厨师、操作工们同
样也进行了一场考试。

石港中学是中考考点及食宿
点，为保障广大考生食宿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石港分局对该校的
食堂从业人员进行了培训，并现
场考试，重点考核原料采购索证

索票并记录、加工食品的注意
点、分菜的卫生要求等。在此之
前，市场监管人员已多次对学校
食堂环境、食品尤其是冷冻食
品、进货渠道等进行全面检查，
严格规范食堂各功能区划分使
用。中考期间将每天落实专人现
场保障，确保食品安全。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石

港分局围绕疫情防控与食品安
全，开展了多轮抽检工作，加强
了对农贸市场、大中型商超、宾
馆、学校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已
抽检食品农产品 70余批次，涵盖
禽蛋类、蔬菜类和豆制品等，情
况总体良好，仅发现一商超内一
批次大白菜检测结果不合格，立
即责令其下架，并予以处罚。

市场监管局石港分局分局长
邱毅说：“我们将持续紧密结合疫
情防控，开展食品农产品靶向抽
检，对市场、商超等人流密集场所
的消杀、活禽宰杀、海鲜生食等行
为排查执法，抓实抓细重点场所的
疫情防控和食品检测，全力守护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近日，
通州小学开展“扫黑除恶 我们在
行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见下图，
李越文 摄）。

活动期间，学校通过张贴宣传
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校园广播站广播宣传、宣传橱窗张
贴举报电话、召开主题班会等多种
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增进了师生对

“黑”“恶”的认知，为建设和谐、美
丽校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三（2）
班学生曹沅沅说：“在学习相关知
识后，我知道如果遇到了黑恶势
力，要向老师和家长寻求帮助，一

定要向黑恶势力说‘不’。”
此外，学校开展了以扫黑除恶

为主题的手抄报设计创作比赛，共
有 500多名学生参加活动。学生
们通过文字、图片、漫画等形式，充
分展示了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作
用和意义。通州小学副校长张春
光表示，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不断
增强学生远离黑恶、遵纪守法的意
识，为建设和谐校园助力。

守护考生舌尖安全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

通州小学开展
扫黑除恶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金沙中学考点外，区消防
救援大队指战员正在执勤。今
年，区消防救援大队全程护航
高考。在各执勤点，消防救援
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开展巡逻
检查和蹲点值守，做好各类安
全预防工作，保障警情出动快
速到达。

卑多敏 摄

护航
高考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朱
晓旭）7月 5日 10:30左右，区公安
局开发区派出所两名民警来到通
州 畅 行 公 交 882 车 队 寻 找 苏
F03XXXX公交车驾驶员，要求配
合调查。

原来，当天上午 9 点 15 分左
右 ，驾 驶 员 陈 嵩 正 驾 驶 苏
F03XXXX公交车执行 202路班次
任务，当报站器里播报“下一站，通

州幼儿园”时，一名老人起身准备
下车，一个小伙立马贴了上去，偷
偷将手伸进老人的裤兜，掏出一个
信封夹在左手雨伞下。这一切被

“火眼金睛”的陈嵩尽收眼底。车
子停稳后，陈嵩并没有打开车门，
而是偷偷报了警。几分钟后，接到
报警的民警赶到现场，简单询问后
将犯罪嫌疑人带走。随后，陈嵩继
续执行 202路班次任务。因此，出

现了开头那一幕。
随即，车队调取近日车载监控

还发现，7月 1日 7点 17分，在东社
镇东社市场路口，一个小偷利用乘
客上车拥挤的时机，将一名身患癌
症的老人的钱包偷走，这可是他的
救命钱。路见不平的陈嵩发现小
偷偷盗事实后，帮忙追回了钱包。
老人连声道谢，车内乘客无不为他
见义勇为的行为点赞，认为这种临

危不惧、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敢，
展现了一名公交司机心系乘客人
身财产安全，勇于与犯罪行为作斗
争的浩然正气，值得学习。

面对赞誉，陈嵩却认为，这些
都是他力所能及的事。

公交司机帮乘客追回被盗财物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7月 8
日，市考核督查组来我区考核二季
度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此次考核采取不听汇报、直
奔现场、直接核查的形式。市考
核督查组在查看相关资料台账的
基础上，随机抽取全区范围内的
整治点位，对重点攻坚项目进展
情况、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等重点交办事项办理情况、
突出环境问题及环境信访问题整
治情况进行考核督查。每到一
处，考核督查组都认真查看问题
整改情况，听取群众反馈意见。

今年以来，我区按照省市全
委会工作部署，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根本，坚持源头治理与集中攻
坚并重，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并
举，以更大力度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推动全区生态环境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截至 6月 30日，空
气质量达标率(AQI)为 79.1%，达
到考核要求。1～6月，12个市考
以上断面达标、优Ⅲ比例均为
100%，5个考核水功能区达标率
100%，3个入江支流断面水质 IV
类以上，无劣V类水质断面；全
区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今年，市下达我区污染防治
攻坚战考核项目共10类25项、31
个，我区克服疫情影响，调整工
作计划、加快工作节奏，积极推
动重点工程建设，根据考核要
求，目前均达到时序进度。中央
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省环保督
查交办的 191件信访件全部完成
整改。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涛、
副区长曹建新、区政协副主席吴
建均参加活动。

我区二季度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接受市级考核

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
李慧）日前，区人民法院及兴仁法
庭的法官到兴仁镇开展《民法典》
专题宣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之年，也是冲刺“七五”普法圆满
收官之年。5月底，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的颁布，宣告中国“民法
典时代”正式到来。自此，全国上
下掀起学习《民法典》热潮。

此次的送法进基层活动，通州
法院除了给各村居赠书外，区人民
法院法官、宣讲团成员葛娟还为大
家作了精彩讲座。她从《民法典》
的制定历程、基本结构切入，有针
对性地选择“侵权责任篇”主题，辅
之以典型案例释法，讲解深入浅

出，内容充实丰富，教育意义深
刻。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
以此次《民法典》宣讲为契机，不断
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争做
《民法典》的学习者、宣传者、践行
者，将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渗透到方
方面面，让人民群众了解《民法
典》、理解《民法典》，在日常生活中
做到遇事找法、事事守法，从而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

“《民法典》涉及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我们的宣讲将根据受众群
体的不同有所选择和侧重，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提高干部群众学习
《民法典》的热情，营造全社会学习
《民法典》的浓厚氛围，让大家尽快
领会了解法律法规的新变化，更好
地将法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葛
娟表示。

通州法院《民法典》专题
宣讲进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