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周优优 版式设计：李 莉
要闻·综合

停电公告
12月 12日 07:00-13:30 10kV

银河线 师范桥公配
12月 12日 07:30-14:30 10kV

爻南线 二爻居
12月 12日 08:00-15:00 10kV

银新线 张灶港村
12月 12日 08:00-16:00 10kV

三合口线 江苏华诗曼纺织品有限
公司、通州区公安消防大队通海区
消防站、江苏开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通州市路灯管理所

12月 12日 13:00-20:00 10kV
爻南线 二爻居

12月 12日 13:00-20:00 10kV
通庆线 姜灶居委会

12月 13日 07:30-14:30 10kV
爻南线 二爻居

12月 13日 07:30-14:30 10kV
乐观线 乐观村

12月 13日 08:00-15:00 10kV
爻南线 二爻居

12月 13日 08:00-16:00 10kV
海中线 秦家埭村

12月 13日 08:00-16:30 10kV
桥新线 徐园村、大明乳业、路灯变

12月 13日 09:00-16:00 10kV
海中线 秦家埭村

12月 13日 13:00-20:00 10kV
爻南线 二爻居

12月 13日 13:00-20:00 10kV
乐观线 乐观村

12月 14日 07:00-13:30 10kV
姜灶线 姜灶居委会

12月 14日 07:30-14:30 10kV
龙富桥线 柏树墩村

12月 14日 08:00-14:30 10kV
乐观线 乐观村

12月 14日 08:00-16:00 10kV

平西线 湾子头村
12月 14日 08:00-16:00 10kV

孙桥线 三庙村、建飞胶袋、锦鹏机
械（雷拓电子）、远程电器、水山环
保、永途水果批发（井文物流）

12月 14日 13:00-20:00 10kV
龙富桥线 柏树墩村

12月 14日 13:00-20:00 10kV
花园线 十六里墩村

12月 15日 08:00-14:00 10kV
任口线 牡丹村

12月 15日 08:00-14:30 10kV
观花线 十六里墩村

12月 15日 08:00-15:00 10kV
骑东线 张西村

12月 15日 08:00-15:00 10kV
岸西线 沧南村

12月 15日 08:00-15:30 10kV
乐观线 花市街村

12月 15日 13:00-19:30 10kV
骑东线 四总庙村

12月 15日 13:00-20:00 10kV
白龙线 中和村

12月 16日 08:00-15:00 10kV
大冬线 赵甸居

12月 16日 08:00-16:00 10kV
石南线 马道村、申通养殖

12月 16日 09:00-17:00 10kV
西区线 路灯变、南通同升房地产
有限公司

12月 17日 08:00-16:00 10kV
孙桥线 三庙村、亚欧自动自行车

12月 18日 08:00-15:00 10kV
岸西线 沙坝村

12月 18日 08:00-15:00 10kV
新坝线 龚坝村

12月 18日 08:00-16:00 10kV
孙桥线 三庙村

本报讯（记者葛燕）12月4
日是第九个国家宪法日，也是我
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纪
念日。为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弘
扬宪法精神，我区创新宣传样
式、丰富宣传载体，以区、镇、村
三级联动为抓手，持续提升宪法
宣传实效。

12月2日上午，区司法局牵
头，联合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审
计局等机关部门，并邀请了执业
律师、法律顾问等，在大润发门
口开展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法
律知识宣传和免费法律咨询服
务。“现场教我们识别假烟，还普
及了很多法律知识，收获蛮大
的。”市民王娟说。

当天，金沙街道邀请江苏联
盛律师事务所的袁松建律师作
宪法专题讲座，此次宣讲设主分
会场，街道各局（办、中心）代表
在主会场参会，村（社区）干部等

在分会场通过视频参加学习，活
动覆盖人数近300人。“下一步，
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
领，持续推进‘宪法宣传周’活动
走进学校、企业、农村、社区，让
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努力
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金沙蔚
然成风。”金沙街道党工委政法
委员陆啸说。

为持续提升宪法宣传实效，
全区14个镇（街道）围绕宪法知
识及群众关心的衣、食、住、行等
热点问题开展了法治宣传教育，
以法治“赶大集”的形式向过往
群众发放公民全生命周期权利
义务清单和宪法宣传手册。与
此同时，全区233个村（社区）以

“线上＋线下”“课程＋活动”的
模式，开展了“弘扬宪法精神 争
做法律明白人”主题培训，让宪
法意识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王志飞
通讯员李琴 张红梅）近日，受寒潮
影响，我区出现低温大风天气，区农
业农村局作栽站农技人员立即行动
起来，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
农作物抗寒防冻工作。

“这两天降温了，注意棚里最低
温度要保持在5℃以上，如果棚内温
度不够，还要加盖二层膜。”在南通
峥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基地，
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对大棚内种植的
农作物做好防冻防寒措施。据了解，
该基地种植蔬菜500亩，主要销往南
京、上海、苏州，每天发货量在8吨以
上。眼看蔬菜即将成熟上市，但是寒
潮来袭，公司负责人陈立栋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经过农技人员现场指
导蔬菜抗寒防冻的技术后，陈立栋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是专业
技术人员，这些蔬菜防寒防冻技术
让我们受益匪浅。”

寒潮来袭，对农业的影响首当
其冲。此次寒潮不仅影响范围广、降
温剧烈、风力大，还伴有雨雪天气，
可能会对秋播在田作物生长、“菜篮
子”产品稳产保供等造成影响。对
此，区农业部门迅速将预警信息通
知到基层一线，切实抓好应对寒潮
天气措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和重
要农产品供应稳定。

区农业农村局作栽站站长吴永
军提醒：“对苗龄较低、苗体较小的
直播油菜田以及露地蔬菜可加盖薄
稻草等保温措施，大棚内可以增温。
同时适当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
节剂，提高植株抗逆性。尤其要提前

疏通田间沟渠，雨雪过后及时排水
降渍，对设施棚室关键支撑部位及
薄弱部位进行检查、修缮和加固，提
高防风抗灾能力。”

连日来，为应对严寒天气，我区
组织园林工人对城区所有主次干道
以及公园广场的行道树、景观树进
行统一刷白养护，20余万棵树木穿
上了新衣。

12月 2日上午，在城区新金东
路，园林工人正抓紧对两侧行道树
进行刷白，为冬季苗木做好保暖工

作。“我们安排了 50名养护人员，从
11月中旬起对城区所有乔木进行刷
白，目的就是防寒抗冻和防虫。”施
工负责人曹建华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南山湖公园、竖石河
公园等园林景点两侧行道树，自根
部往上均被刷上了一米多高的白色
石灰水。“我们还要求养护人员刷白
的同时，一并把树木周边的一些杂
草、枯枝清理掉，保证城区绿化的整
洁美丽。”曹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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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餐饮等行业的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燃气应当履行
哪些职责？

答：餐饮等行业的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
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
保障其正常使用。

保作物 护树木

农业、住建部门积极做好抗寒防冻工作
区、镇、村三级联动
提升宪法宣传实效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
刘雯）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营造比学赶
超浓厚氛围，近日，区交通运输
局机关党支部开展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暨网络知识竞赛活动。

会上，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朱永华领学了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章节原文，
带领大家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战略
部署，深刻领悟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和发
展蓝图，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凝聚起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党员代表朱娜娜通过数字化解
读分享党的二十大报告精髓要

义，进一步阐释大会主题、精神
实质和科学内涵，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党员干部中入脑入心。

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读报
告 学党章 悟思想”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网络知识竞赛，现场检
验学习成果，大家仔细答题、认
真思考，气氛热烈。以赛促学、
以学促行、比学赶超等方式，进
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的学习热
情，推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走
深走实。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
将继续深入学习领悟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
和重大决策部署，紧跟新时代新
征程步伐，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用实干担当为交通运输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张咪）11
月 29日雨夜，先锋派出所交通
管理中队帮助将一名高热晕厥
的幼儿送往医院，因送医及时，
该幼儿已脱离危险。

当晚 20时 03分，民警蒋鹏
飞接110指令，先锋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门口一22个月大的孩子
突发疾病，需要民警帮忙护送至
医院。接警后，蒋鹏飞立即带领
辅警张兵赶到事发地，找到抱着
小孩慌不择路的一家三口。当
时孩子已意识模糊，身体抽搐。

在了解情况后，蒋鹏飞立即

用警车将这一家人送往南通市
妇幼保健院。途中，民警第一时
间与院方取得联系，让其做好接
收患者准备。

雨夜驾车视线模糊，警车一
路鸣警笛驶向医院，原本需要近
30分钟的车程仅用时 8分钟。
将意识模糊的孩子送入医院急
诊科后，蒋鹏飞并没有立即离
开，而是帮助幼儿家属与医护人
员交流相关情况。在确认医护
人员及家属不再需要自己帮助
后，蒋鹏飞才返回工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顾文文 实习生
宋金平 通讯员陈丽君）王德进是一
名党龄 70多年的退伍老兵，1950
年年底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
入党，他在战场英勇奋战期间，所
获奖状、喜报一张接一张地被送回
兴仁老家。为了让这些珍贵历史材
料完好保存，近日，市装裱协会主席

王建高主动帮助王德进修复破损证
书。

“每张喜报都是老先生人生中
很精彩的故事。我们在修复的过程
中采用修复古字画的方法，进行先
截后补再裱。选取很薄的纸，用自
制的糨糊上浆，在破损的地方进行
贴补。五件大概修复了三天时间，

最终效果还是很满意的。”王建高
说。

王德进出生于1931年5月2日，
兴仁镇人，1950年年底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刚到朝鲜时，王德进被安
插到通信连，那时只有依靠小纸条
传递信息。王德进必须冲过敌人的
重重关卡才能将信息安全送达。

1952年年底，王德进平安归来，被安
排到地方邮局工作，一直为地方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拿到修复好的证书，王德进的
儿子王强开心地说：“我会好好保存
父亲的荣誉证书，让他的精神一代
代传下去。”

区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幼儿突发高热晕厥
“警”急救援化险为夷

装裱大师为抗美援朝老兵修复荣誉证书

位于东社镇的南
通苏通分离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从事化
工设备塔内件、塔填料
专业化生产。公司通
过与南京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产学研合作开发高新
技术产品，产品畅销国
内市场，还远销美国、
丹麦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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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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