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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

的不适用范围有哪些？

答：《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条第二款：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生产和进口，城市门站以外

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燃气作为工
业生产原料的使用，燃气的槽车
（船舶）运输和港口装卸，沼气、
秸秆气的生产和使用，不适用本
条例。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砂处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通
市通州区兴仁镇戚家桥村 4组，拟投资 3000万
元，更新砂处理生产线的设备（新厂区），并利用
现有场地新建喷漆房（老厂区），项目建成后可
形成年产风电产品 30000吨的生产能力。现征
求项目5km范围内公众意见。

二、公众获取信息方式

征求意见稿通过如下网站（http://www.nt-

casting.com/ShowNews.asp- id=86.htm）进 行 公
示，以利公众查询；公众也可通过联系环评单位
江苏弘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借阅本项目环评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如下网站（http://www.nt-cast⁃
ing.com/ShowNews.asp-id=86.htm），获取公众意
见表，也可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意见或者咨询有关情

况。联系方式如下：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人：陈总，电话：0086- 513-
80600088；环评单位：江苏弘业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联系人：林工，联系电话：0513-89063286，电
子邮箱：service@jshydt.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即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年10月22日。

本报讯 （记者沈慧 通讯员周

冬梅 范存程 汪兵）近日，在川姜
镇双桥村，网格长们正在帮群众运
秸秆。虽然近期以阴雨天气为主，
但网格长们毫不懈怠，他们行走在
田间地头、乡间小道，不分白天黑
夜战斗在秸秆禁烧第一线。

今年川姜镇早部署、早安排，
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秋季秸秆禁烧禁
抛工作，全力实现“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股烟，不黑一块田，不抛一
条河”的目标。为了让广大群众理
解支持和参与秸秆禁烧工作,川姜各
村通过张贴宣传画、挨家挨户发放
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在主要路段
和村显著位置悬挂宣传横幅、广播
滚动播放宣传语、禁烧巡逻车沿线
播报等多种形式，让“全年禁烧、
常态禁烧、长效禁烧”理念深入人
心（见左图，周冬梅 摄）。

连日来，川南村统筹组织网格

员、志愿者、民兵等力量，分区域
成立多个禁烧应急队，组织开展应
急培训，就近应急，确保一旦发现
焚烧苗头及时制止，一旦发现火点
及时扑灭。对发现的火点黑斑全部
铲除覆盖。同时落实值班制度，网
格长晚上不间断外出巡查，保持值
班电话24小时畅通，随时接受群众
举报，提前安排专门的巡查队伍，
保证对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不间断
监管。

下一步，川姜镇将持续发力，
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坚决打好
秋季禁烧工作攻坚战。

蔡小见，由于儿子补办出生
医学证明，需要你现场协助办理
并提供相关资料。请见启事后

速与黄伟伟联系。电话号码：
13773737809。

寻人启事

本报讯（记者曾银霞 通讯员

宗丹丹）10月19日上午，我区举行
高层次人才“爱国·奋斗·奉献”精
神教育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

近年来，我区大力实施人才强
区战略，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紧抓人才重点工程，先后入选省

“双创计划”117名、市“江海英才
计划”169名，区“510英才计划”累
计资助人才创新创业项目299个，
先后培育省“333工程”培养对象
58人、市“226工程”培养对象 156
人、区“312工程”培养对象276人，
人才创新创业释放出巨大潜力和
强大动能。

此次培训共四天，入选省、市、
区人才引进计划和人才培养工程
的 40余名高层次人才将赴中韩

（盐城）产业园区规划展示馆、新四
军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等地参观
学习，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开拓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会议要求，全区人才要有“以
天下为己任”的报国情怀，勇于攻
坚克难、主动担当作为；要有“千磨
万击还坚劲”的奋斗品格，紧紧围
绕通州发展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技术支撑、智力支撑和创
新支撑；要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奉献精神，通过培训参观，坚定理
想信念，实现社会价值。

来自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员
代表邢国林表示，他将在此次培训
中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将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涵养家国情
怀、弘扬进取精神、彰显担当作为。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刘红豆）10月14日，金沙街道天霞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工人正在
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居民纪萍高兴
地说：“政府替我们想得真周到，充
电方便又安全，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了。”

电动车出行绿色便捷，但随着
高层住宅增多，居民电动车充电成
了问题，有的推进电梯上楼充电，
有的占用楼道挤占消防通道充电，
有的在车库里充电，有的私拉乱接
电线充电……不仅给居民出行造
成不便，更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近
年来电动车充电事故层出不穷，让
不少居民边充电边忐忑。

如何解决居民们的急难愁
盼？经过调查研究，金沙街道决定
在小区空旷处设置充电桩。充电
桩安装企业工作人员徐超介绍，居

民可扫码或刷卡充电，一元可充电
4小时，充满自动断电，充电过程
中如出现故障将会报警，后台及时
切断电源，保证安全。

此次充电桩安装先期在育才、
虹南等五个社区试点，每个社区选
取 1～2个点位，每个点位有 10个
充电位。10月 12日，工人开始入
场作业。街道党群局副局长、党建
办主任祁家中说：“这次安装的充
电桩大概本月中下旬就可投入使
用。下面我们将根据居民需要和
实际情况，全域推广安装充电桩，
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近日，记
者从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通
州全域旅游手绘地图已正式上线，这
也是通州首个能够通过语音发声的
全域旅游手绘地图（扫描右边二维

码，一键进入）。
与其他的测绘版地图不同，这份

手绘地图只要一个手机便可以全方
位了解通州所有的旅游景点信息。
地图采用中文语音讲解，内容覆盖通
州区范围内的景区（点）分布、卫生
间、停车场等公共设施，以及旅游路

线推荐、特色美食推介、酒店民宿一
览等，全面挖掘吃住行游购娱资源，
让旅途不再迷茫。

此外，手绘地图还以腾讯地图和
高德地图为基础，具有定位导航功
能，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民，
都可以通过手绘地图获取前往目的
地的交通路线和交通方式，轻松实现

“一图在手，游遍通州”。市民丁先生
说：“有了这个手绘地图，我们可以根
据自己的时间、行程安排吃和住，提
前规划好路线，真是太方便了。”

近年来，散客游、自驾游客群正
成为市场的主力军，游客更加注重旅
游活动的自主性、灵活性、多样性，这
对全域旅游导览体系的需求和质量
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州全域旅
游手绘地图的上线，顺应了目前旅游
业的发展状况。下一步，区文广旅局
将进一步完善旅游地图的涵盖内容，
丰富“活动”板块内容，推荐不同类型
旅游线路，及时更新最新景区活动，
让游客不错过通州的每一个美食与
美景。

本报讯（记者樊希萌 通讯员郭振军 任秋奕 李超）秋
高气爽丰收时。近日，记者来到刘桥镇极孝村，藕农汪国强
正在藕田里挖藕，这片看似荷叶败落的淤泥深处，藏着白皙
的莲藕（见右图，樊希萌 摄）。

汪国强是安徽芜湖人，来到通州已有十余年，有着丰富
的莲藕种植经验。今年4月，汪国强在极孝村承包了60多亩
农田种植莲藕。处暑节气过后，藕田里莲叶渐渐枯萎，汪国
强穿上连身防水裤，在淤泥里挖藕，从今年8月开始将一直持
续到明年4月份左右。

挖藕不仅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莲藕深陷淤泥之中，
汪国强挖藕的工具是高压水枪。但用水枪挖藕也有许多讲
究，如果直接冲藕身，会把莲藕冲坏，卖相就不好了。

说起收入，汪国强乐呵呵地说：“每亩莲藕的收成大概在
2000多斤，前后忙活上好几个月，也就苦一个打工钱。特别
是今年受台风影响产量有所减少，希望价格能高点，弥补减
产的损失。”

像被汪国强这样承包下来种植莲藕的农田，在极孝村
大约有 160亩。据村干部巫明明介绍，该村目前的耕地面
积在 6270亩左右，主要用于
种植水稻和小麦。近两年，
该村开始发展特色农业，除
了种植莲藕，渔场一组还有
36亩地用于中草药种植。高层次人才精神教育专题培训班开班

极孝村里挖藕人 一身淤泥捧藕香

一图在手，游遍通州

通州首个“会说话”的全域旅游手绘地图上线

小区安装充电桩 方便居民赢点赞

川姜镇多措并举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通讯员瞿仁达 记者

李天舒）10月19日上午，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开展接待代表活动，面对
面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协调
推进解决相关问题。

活动现场，来自平潮镇的 8
名人大代表围绕城乡建设主题，
分别就加大对拆迁企业土地要素
保障，城乡道路维修，启动农村
集居点建房审批，加快安置房地
块审批、建设和交付等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区交运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行政审批局、住建
局、供电公司等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同志进行现场解答，并给出具
体办理措施。对确实存在困难
的，耐心向代表们解释，承诺跟
进并督促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瞿云峰

对基层人大代表履职尽责，认真收
集、反映群众意见的做法表示充分
认可。他说，城乡建设是一项系统
性、复杂性、持续性工作，直接关乎
群众利益，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工
作，区人大常委会将认真梳理汇
总、研究代表意见建议，交相关部
门研究办理，切实提高代表建议落
实率。同时，他希望代表们继续加
强与群众的联系，积极建言献策，
及时反映基层实情和群众呼声。

副区长袁天明参加活动并表
示，这次活动的开展是对政府部门
工作的有效监督，政府部门将进一
步梳理分析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加
强沟通交流，把工作做深做细做
实，深入研究并解决好代表们提出
的有关问题，不断提高代表和群众
的满意度。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开展接待代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