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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10月7日，广西涠洲岛一游
客的不文明行为，引发网友愤怒。监控
画面显示，该男子用脚连踹5次后，将一
棵仙人掌景观踹断。附近商户表示，当
时两名游客在景区的候车点，该男子在
母亲已明确阻止的情况下，仍踢断了仙
人掌。目前这对母子已受到景区的批评
教育并赔款500元，而在此过程中，母亲
却辩称自家儿子“还只是个孩子”。

又是熟悉的“还只是个孩子”，又是
尴尬的“护犊式辩解”。在不少父母眼
里，孩子似乎永远长不大，无论“孩子”
犯了哪种错、惹了多大祸，哪怕已经违
法，一句“还只是个孩子”，便可遮羞掩
错。但在此事中，其说辞明显违和：从画
面中看，这名游客比他母亲高出几乎一
个头，妥妥的一个青年，故意踢断仙人

掌景观，绝不是他这个“孩子”该有的玩
法。

诚然，从情感角度考量，子女在父母
面前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但跳出
情感范畴，在相关的责任关系中，就得依
据法律和文明规则来说理、定性，无论是
谁，只要触碰了规则底线，都得承担相应
的责任。在民事领域，有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刑事领
域也有追责年龄线；而在文明范畴中，是
没有也不该有减责或免责年龄线的。换句
话说，文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孩
子”只有“公民”，谁都没有豁免权。

同样是在此次长假期间，另一段跟
孩子有关的视频也引人关注。视频中，
一个小朋友在影厅内空座位上爬来爬
去，多次用脚踢电影银幕。据报道，被其

损坏的影厅银幕制作费用要一万多元，
影城已联系家长商谈相关赔偿事宜。

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年龄虽不同，但
家长却都因其行为付出了代价。这也再
次给家长们提了个醒：文明教育理应从
小抓起，家长需承担教育孩子的第一责
任、主要责任，通过言传身教培育其文明
意识，教育管束孩子心存敬畏、言有所
规、行有所止，这样才能让孩子摆脱“巨
婴依赖”，真正长大，在规则社会中找准
自己的责任定位和行为边界。

李英锋

“他还是个孩子”,可规则面前只有公民

社区家长学吧建设受肯定
本报讯 10月10日上午，南通市妇联

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蔡萍来到我市紫
薇二村社区，调研家长学吧建设工作。

通过查看台账资料等，蔡萍对紫薇二
村社区的家长学吧工作表示肯定，并进行
了现场指导，希望社区家长学吧进一步宣
传科学育儿理念，分享成功家教经验，培
育平等互助的小组文化。

（陈柳清）

我市经营性房产类项目
核准改备案

用时从1个月
缩短至10分钟
本报讯 10月9日，上班时间刚过了10多分

钟，姚记扑克人才公寓项目相关负责人就拿到了
项目立项书。这是我市经营性房产类项目立项由
核准改为备案后首个获批的项目。

据悉，此前房产类项目立项走核准手续，需要准
备核准申请表、核准申请报告、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出
具的城市规划意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土
地出让合同或者土地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表等一系
列法定材料，缺一不可，材料多、耗时长、费用大。

为加快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
动营商环境继续优化，进一步简化项目申报手续
和流程，市行政审批局于9月28日在启东市人民
政府官网上正式发布对我市经营性开发的房地产
类项目由核准手续改为备案制的通知，并于2020
年10月1日起施行。改革后，只需要在江苏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备案就可完成立项，无
需递交纸质材料，即报即批。

姚记扑克人才公寓成为我市首个享受立项核
准手续改备案的经营性房产类项目。此政策的实
施，让该项目立项时间由实施前的至少1个月缩短
至10分钟，费用由实施前的十数万元减少为零，材
料由厚厚一大叠减少为零。“这太不可思议了，我
们原本计划10月底完成的立项竟然10分钟就搞
定，未花分文费用，感谢行政审批局为我们企业做
出如此大的改革和创举！”

为更好地开展代办帮办工作，服务项目建设，
代办中心实时了解和掌握审批制度最新条款，在
接收到新政策的第一时间，就明确告知姚记扑克
人才公寓项目经办人，指导其在江苏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完成备案，并联同审批科室
即报即批，前后仅用了10分钟时间。

（通讯员 黄玲玲姜雯景）

万豪花园控违宣传声势大
本报讯 近日，万豪花园社区开展控

违拆违宣传活动。
网格员向居民宣传违建的危害性，发

动居民共同监督违建行为，在辖区营造浓
厚的控违拆违氛围。 （顾红梅）

各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
在岗营运驾驶员：

根据《关于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考核管理
办法》（苏交运便函[2019]174号）、《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开展营运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训专项行动
的通知》（苏交运﹝2019）19号）和《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做好营运客车和货车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
训专项行动考核工作的通知》（苏交运函﹝2019）6
号）等文件要求，请你们迅速完成安全和文明驾驶培
训及考核。

一、培训和考核对象
1.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全市所有在岗营运驾驶员（包括旅客运输驾驶

员、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城市公共汽车驾驶员）
二、培训和考核时限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道

路旅客运输站（汽车客运站）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考核必须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考核通
过；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考核必须在2021年6月30日前全部考核通过；

新成立的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
考核要在企业取得许可证6个月内完成安全考核；
营运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训及考核必须在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三、培训方式和考核网站
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登录江苏交通学习

网（www.jsjtxx.com）“安全管理人员考核”栏注册、
培训、考核。在岗驾驶员以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也可
通过江苏交通学习网（www.jsjtxx.com）、交通安全
云课堂（jsnt.staq360.com）完成培训。企业自行组织
开展营运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培训和考核的，
须向管理部门报送教育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学时与
内容、要求与标准，学时原则上每月不少于2学时
（培训内容：从业资格考试大纲和继续教育培训大
纲）。全省道路运输营运驾驶员通过“江苏交通学习
网”完成一次学习，即可同时完成“安全文明驾驶专
项培训”和该周期继续教育两项任务。考核网址：江
苏交通学习网（www.jsjtxx.com）“安全文明专项行
动考核”栏，用户名：身份证号，初始密码：123456。

启东市交通运输局
2020年10月13日

关于交通运输行业安全文明
培训考核的通知

香蕉会对身体
产生辐射？

有传言称香蕉有辐射，食用对身体有害。
对于香蕉而言，的确会有辐射产生，但对身体并

没有危害；辐射的多少会有剂量的限制，香蕉中的“一
丢丢”剂量对身体作用不大，没有传言中说的那样可
怕。

很多人疑问香蕉为什么会有辐射？
这主要源于香蕉中所含的钾元素，香蕉本身是一

种含钾元素较高的水果，这其中有一少部分的“钾”具
有发射性的“钾-40”，但含量微乎其微。

比如，天气辐射源对成年人造成的辐射剂量平均
是2.3msv/年；一般情况下，体检时拍摄一张胸片的
辐射剂量大约为0.02msv，一般一口气吃下200根香
蕉的辐射剂量才相当于拍摄一张胸片受到的辐射量。

所以，靠吃香蕉被辐射的“量”根本不值一提。
（二十六）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知识问答（六）

问：如何配合人口普查登记工作？
答：人口普查的摸底和登记两个阶段普查员需要入户。摸

底从10月11日开始，10月31日结束，这个阶段普查员要走
街入巷、逐门逐户进行实地勘察，摸清每个区域住房的数量和
具体位置，也要进入住户家中，进行普查告知，询问登记方式，
了解户内人员的大致情况。

登记从11月1日开始，持续到12月10日结束。普查员要
进入住户家中，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这期间还将随机抽取
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获取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详细。

积极参加人口普查登记，如实申报人口普查项目，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为了使登记过程更加顺利，登记内容更加准
确，在普查员入户登记前，申报人可以事先准备好身份证件，
提前了解外出家庭成员的现住地址等信息，等待普查员上面
登记。普查员指导员和普查员将佩戴统一的证件开展工作，普
查员上门时，您可以先验明普查员身份，然后请普查员进入家
中进行登记。

问：这次普查既要“查人”还要“查房”吗？
答：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口普

查普遍采用的方法，因为人都居住在房子里。
所以人口普查中“查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
口。 启东市统计局

世纪家园廉政书画绘廉意
本报讯 9月26日，世纪家园社区党

总支开展“廉政书画绘廉意，主题党日守
廉心”活动，助推社区廉洁文化建设。

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泼墨挥毫，现
场创作，“廉洁之风吹大地”“人人廉政国
兴旺”等一幅幅廉政对联，传递了廉政声
音，展现了廉洁风采。 （黄君侠）

建都新村开展廉政大家谈
本报讯 10月12日，建都新村社区开

展廉政大家谈活动。
活动首先通报了基层干部违规违纪

的相关案例，随后与会人员谈心得体会。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案为鉴，守住做人、做
事和人际交往的底线，自觉抵制各种诱惑
和不良风气。

（许瑛瑛）

明珠新村加强控违拆违
本报讯 连日来，明珠新村社区持续

加大违建巡查力度，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
设当即加以劝阻。

同时，社区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控
违拆违宣传，让居民充分认识违法建设的
危害性和控违拆违的重要性、必要性，自
觉地投身到控违工作中来，努力实现控违

“零死角”。
（金周洲）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10月12日，在彩臣南村92岁老人释
昌忍的家中，记者看到了安装在屋顶天花
板上的智能烟感报警器。虽然只有巴掌大
小，却能在出现火情的第一时间发出警
报，在火灾防范上派上大用场。“安装报警
器后，家里又多了一层保护，用电更安心
了”，老人的陪护范培兰欣喜地说。

为提升老旧小区住宅的防火预警能
力，我市为符合条件的1152户老人家庭
免费安装了智能烟感报警器。一旦发生
火情，不仅智能烟感报警器会发出蜂鸣
声、亮起闪烁灯，与其相连的适老化智
慧监管平台也会即刻与紧急联络人取得
联系，发出告警信息。“智能烟感报警器
的安装不仅解决了老人居所无消防设施
的问题，还大大缩短了消防救援的反应
时间，为紧急联络人赶到现场赢得了宝

贵时间”，翡翠苑社区消防网格长、志愿
者宋纯玲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几年来，我市发生火灾事
故中居民家庭火灾事故约占30%。不少居
民住宅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存在私家车
占用消防车道、电瓶车乱停放及飞线充
电、室外消防栓损坏、楼梯间及楼道堆放
杂物等消防安全隐患。为提升老旧小区消
防安全水平，市政协委员赵雨玉提出《关
于加强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力度的建
议》，建议强化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整治，从
保障消防通道畅通、提升智能消防技防措
施、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
切实解决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顽疾。

政协委员的提案得到了市政协的高
度重视，市政协社法民宗和港澳台侨委员
会召开专题协商会，组织相关委员、承办
部门开展座谈交流，商讨落实方案。市消
防救援大队作为该提案的主要承办单位，

第一时间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多措并
举改善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环境。

为保障消防通道畅通，今年年初，市
消防救援大队以消委会名义在全市组织
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推动
全市各区镇、行业督促辖区高层建筑、物
业小区、行业系统单位等完成消防车道划
线及标识设置、消防车道集中清理等工
作。目前，全市146个居民小区已完成划
线，65个居民小区设置了警示标牌，共清
理违规占堵行为230起。

为提升智能消防技防措施，市消防救
援大队持续推动全市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桩安装工作。针对老旧小区电瓶车没有
集中充电点、存在飞线充电等现象，联合
住建局物业科、街道办及村居委会等单
位，重点督促老旧小区完成电动自行车停
放及充电区域建设，计划分批为老旧小区
安装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棚，首批为南、

北街道共29个小区进行安装，目前已完
成工程量的一半左右。

为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市消防救
援大队制定了年度消防宣传“七进”活动方
案，针对企业、学校、家庭等不同场所，有针
对性地提高不同人群的消防安全意识。通
过开展“119消防宣传月”、“全民消防我行
动”等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关注消防工作。
同时，针对居民小区专门印制了相关宣传
资料，并发布相关短信提醒，对全市居民普
及消防安全知识。截至目前，共开展集中宣
传培训3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发
送宣传提示短信25万余条。

10月14日，市折桂中学举办第三届秋季田径运动会。在入场式环节，40个班级燃情、燃
智、燃艺，展开校园文化创意大比拼，用青春活力诠释“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图为获
评七年级组特等奖的七（12）班入场表演。 融媒体记者 叶娟 通讯员 沈子茜摄

老旧小区筑起“防火墙”
——市政协提案办理追踪报道⑥

青春激扬

托起全面小康的春天
（上接第1版） 全市范围内共开展宫颈癌初
筛 27217 例，完成率为 108.87%；乳腺癌初筛
27330，完成率为109.32%；随访106例，目前已治
疗14例，治疗率为100%。

百姓看病更智能便捷

“你需要动一个小手术，但动手术前，必须先
去看下心脏早搏的问题。”听完医生给出的诊断意
见后，家住市区紫薇三村的陈女士赶忙拿出手机，
通过“健康启东”微信公众号下的“健康启东小程
序”预约下周二心内科的号。

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预约挂号，依次选定医
院、门诊科室、专家、就诊时间，提交确认……说句话
的工夫，陈女士便完成了网络预约挂号的所有流程。

“现在看病真的是太方便了！线上预约成功后，
出示苏康码，通过体温测量进入医院后，就可以直接
坐在门诊室前等待叫号。医生接诊开出检查单后可以
直接去检查科室做检查，整个就诊过程中不再需要缴
费，待就诊完毕后可以一次性缴费。”便利、快捷、流畅
且舒适，如今已成为我市市民的就医体验。

今年6月份，我市在“健康启东”微信公众号上
推出“健康启东小程序”。“这是一款集预约挂号、
候诊信息、账单查询、药品查询、健康自测、门诊缴
费、智能导诊和健康档案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健康
网络平台。”陆健泉介绍，“这一平台的背后有一个
强大的数据库，整合了全市16家医疗机构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健康数据，能为市民提供一
份完整的健康档案。”

据悉，“健康启东小程序”最大的亮点就是市民
可以通过该平台查询到个人历史就诊记录、检验检
查报告、手术记录、住院情况等相关健康档案。

计划未来两年内，“健康启东小程序”所有应
用将覆盖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继续拓展智能
导诊、健康提醒等功能，并充分整合现有的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数据，为居民提供便捷的自我健康管
理手段和方便、高效、优质的全程医疗卫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