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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员

缪李波 龚懿德）记者从区交运部门
获悉，1月 21日至 1月 27日春节黄
金周，我区投放营运客车 557辆次，
安全运送道路旅客19.48万人次，其
中公交客流15.12万人次，中长途客
流1.47万人次。除夕是客流量最大
的一天，道路旅客运输量达到 3.67
万人次。

1月 27日正月初六，通州迎来
节后返程客流小高峰。从当天上午
八时开始，通州客运站返程客流逐
渐增多，汽车站内热热闹闹，到处都
是拉着行李的旅客（见图，龚懿德

摄）。为确保广大旅客节后安全返
程，通州客运站多措并举，增设售
票窗口与安检通道，同时客运站内

推出快速补退票、免费热水、爱心
药箱等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便
利，确保返程高峰平稳有序。据了
解，初六当天，通州客运站共发车
28班，安全运送旅客1011人。

由于春节期间区内公交线路免
费乘坐，公交客流量较前期上升比
较明显。为应对低温冰冻天气，通
州客运企业采取班班安全嘱咐、安
排安管员探路、重点线路跟车查看
和安排乘客及时转乘等措施，保障
客运通行安全。春节期间，区交通
运输部门加大路面动态监管力度，
全区道路旅客运输秩序井然，未发
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和旅客滞留现
象。

据预测，2月 4日开始，我区

将出现节后第二波客流高峰，旅客
以外出打工和回校大学生为主，流
向主要为上海、南京、苏州等地，

预计此次客流高峰将持续到 2月 10
日，通州交运部门已备足运力，确
保旅客返程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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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经过10多个小时车程，来自河
南、陕西、黑龙江等外省籍来扬务
工人员的“点对点”返岗复工专车
顺利抵达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200多名新员工手持职
位申请表，依次排队有序下车，快
速高效完成了入职等流程，他们将
在这里开始新的工作与生活。

下午 1时许，记者在晶澳太阳
能公司室内篮球馆看到，扬州市人
社部门精心组织开展了“创响江
苏·就在扬州”2023年扬州市“点
对点”返岗复工欢迎仪式，并为每
位来扬务工人员送上了“暖心包”。

“作为就业牵头部门，我们将
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认真贯彻落
实苏政42条等政策举措，全力做好
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保障，切实缓解
企业节后用工燃眉之急，助力企业

冲刺首季‘开门红’。”扬州市人社
局党委书记、局长季培均表示。

据了解，为进一步服务保障企
业节后用工需求，全力支持企业稳
岗稳产，扬州市人社部门抢抓春节
劳动力返乡机遇，精心打造“就业
直通车”系列活动，首辆省内“就
业直通车”已于1月25日抵扬，拉
开了扬州“点对点”返岗复工的序
幕。“通过订单式‘点对点’精准
就业，借助‘政府+人力资源基地+
劳务合作协议+务工人员’四位一
体服务模式，安排专人用专车将务
工人员转送至用工企业，为来扬务
工人员送上‘从家门口到厂门口’
的‘一站式’贴心服务。”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了解，1月 25日下午，该市
人社局开发区办事处“就业服务小
分队”就已踏上前往河南的高铁，

直奔郏县人力资源基地接务工人员
来扬就业。第二天上午，办事处就
业分管领导与郏县人力服务平台的
工作人员及部分首批务工人员展开
座谈，对首批来扬人员情况进行深
入了解。当天下午，首辆省外“就
业直通车”载满务工人员，从郏县
发车，顺利抵达扬州，无缝对接入
厂参加面试。

“工人直达厂区，下车就能面
试，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也打消
了很多外地务工者的担心，助力企
业快速实现满产达产。”晶澳人力
资源负责人陈佳告诉记者，春节前
企业已经感受到市场复苏的强劲动
力，一季度生产线产能已经排满，
企业急需 300 多名一线操作工，
“‘就业直通车’系列活动帮助我
们解决了节后的用工燃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这批务工人员年龄在

20～40岁之间，刚入职月薪在5500
元以上，半年后能达到 7500元以
上。

此外，来扬务工人员在专人服
务下，还可以享受“入职之前食宿
免费—24小时接待—安排进厂面试
—不满意协调换厂”全链服务，确
保尽快上岗。扬州市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银河企业负责人张宝军介绍，
公司为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提供临时
过度宿舍床位 200余张，从员工上
车出发、抵达住宿、安排体检、面
试培训做好“一站式”服务。

（来源：中江网）

本报讯（记者樊希萌 通讯

员李建飞）在今年春节七天长假
期间，春节档电影市场重焕活力，
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1月27日24时，2023年
春节档（1月21日～1月27日）电
影总票房破67亿元。

春节期间我区各大影院观影
情况如何呢？据区宣传部门统计，
春节期间，我区各大影院观影人
数明显增长，电影票房达 572万
元，观影人数超 10万人次，排名
前三的影院分别为通州万达影
城、通州奥邦中影华纳国际影城
和通州新瑞广场幸福蓝海国际影
城。

另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
大年初一，南通票房达到 1490
万元，仅次于苏州、南京，位居
全省第三，而我区的观影高峰也
是大年初一。记者在多家影城看

到，大厅内人头攒动，检票口排
起了长龙，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
涨，萌兔元素、新春红随处可
见，处处洋溢着过节的喜庆氛
围。

今年春节档电影题材类型较
往年更加丰富，涵盖了古装、科
幻、动画等多个门类，风格更多
元。《满江红》《流浪地球 2》《深
海》等国产影片纷纷发力，拓展内
容与表达方式，吸引观众走进影
院，助力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复苏。

“年前就很期待‘春节档’电影，果
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市民刘女士
一家三口在大年初一吃完午饭
后，前往通州万达影城观影，影院
人潮涌动，刘女士一家连续看了
《无名》《满江红》《流浪地球2》三
部电影，一直看到了夜里，“幸亏
买了预售票，不然场场爆满都难
买到票。”

春节期间我区各大影院人气旺
观影人数超10万人次

扬州市人社部门打造“就业直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尹婷）自党
员冬训工作开展以来，先锋街道
永安村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工作
方法，将基层党员冬训与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相结合，扎实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我为群众办实
事等活动，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顺利实施。

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村“两
委”成员送学到户，为他们讲解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党的二十大报
告等内容，让他们了解近期的时
事政策，理论滋养初心，不仅给他
们带来了精神食粮，更让老党员
们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

春节前，为解决老年人出行
不便理发难的问题，村志愿服务
队携志愿理发师为辖区内老人提
供免费理发服务。虽然天气寒
冷，但是志愿者们的热情丝毫不
减，认真贴心地为前来的每一位
老人服务。短短半天时间，十多

名老人在理发师的精心修剪下变
得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满意的
笑容。

此外，为提升村容村貌、改善
辖区内人居环境形象，村党总支
将开展环境整治转化为冬训实践
课堂，紧盯整治难点和短板，常态
化对农户房前屋后、道路沿线、河
道沟渠等重点区域进行细化整
治，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
境。

永安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深入推进“党员冬训+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模式，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阵地作用，创
新党员冬训形式，力求展新貌、出
实效。

冬训实践出实效
百姓满意展笑颜先锋街道永安村：

问：对工程监理单位将不

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

的行为如何处理？

答：工程监理单位有上述
行为的，责令改正，处 50万元

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问：如何科学做好血氧监

测？

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
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老年
人、有基础病人群等高危人群
要特别注意血氧指标，建议有
这类人群的家庭配备指夹式脉
搏血氧仪，如果监测数值低于
93%，要及时就医检查。在居
家环境中，如果血氧饱和度降
低，有条件的可以在家里吸氧，
避免低氧诱发一系列基础病的
加重。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徐凯峰提醒，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特别
注意观察血氧饱和度是否明显
下降，尤其是降到90%以下时，
可能已出现严重肺部受损，一
定要及时就诊。

目前，多地正组织为老年
人等高风险人群发放指夹式脉
搏血氧仪，指导居家自测血氧
饱和度。

针对价格相对昂贵的制氧
机等氧疗设备，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1月3日印发《关
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
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要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
氧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
设备，确保能够及时为门诊患
者、居家治疗患者及养老机构
老年人提供氧疗或氧气灌装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