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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本周运料河、南剑界河、南川河正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不具备监测条件，实测断面为32个。本周主城区水质较上周有所下降，主要原因
是取样日为了预防暴雨河道调度模式由活水模式转为防汛模式，河道水位偏低。濠河及周边主要河道10个测点水质参数平均值均达到Ⅲ类；濠河
及周边45平方公里代表河道23个测点水质参数平均值均达到Ⅲ类；五山及新城片区代表河道9个测点水质参数平均值均达到Ⅳ类。濠河及周边
45平方公里主要河道水质最差的是城山河（虹桥路南）断面，为Ⅳ类水，超标因子为总磷；濠河及周边45平方公里代表河道水质是差的是工农河（新
建路）断面、跃进河（钟秀路）断面，为Ⅴ类水，主要原因是取样日暴雨导致污水溢流和暴雨径流的流入等情况所致；五山及新城片区21平方公里代
表河道断面水质均为Ⅳ水，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

南通市主城区66平方公里主要河道水质周报

数据来源：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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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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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盐指数(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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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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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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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
＜0.2

总磷

（mg/L)

0.1

0.12

0.16

总磷（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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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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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Ⅲ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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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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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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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
原电位

（mv）

235.9

239.2

230.6

备注

该组数据为濠河及周边主要
河道10个点位平均值

该组数据为濠河及周边45
平方公里代表河道25个点
位平均值

该组数据为五山及新城片区
21平方公里代表河道10个
点位平均值

8.0～15
>15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根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的统一部署，全国普速铁路将于6月20日起实
施电子客票。届时，长三角铁路65个普速客运
车站和42个高普混合客运车站将告别纸质火
车票，更多旅客可享受到电子客票“一证通行”
带来的便利。南通地区涉南通站、如皋站、启东
站、海门站、海安站、如东站、栟茶站。

南通火车站党总支书记缪俊杰告诉记
者，根据规定，自6月20日开始，乘客进站搭
乘任意列车，都只需凭身份证和二维码即可，
电子客票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高旅客出行体
验。在购票方面，旅客可通过互联网、车站窗
口、自动售票机和代售点等各个渠道购买车
票，购票流程和购票证件均没有变化，购买电
子客票后，旅客可通过互联网退票和改签，足
不出户即可完成操作；出行方面，进出站验检
票凭证由过去的“身份证件+车票”，简化为
持有效身份证件实现“一证通行”，实名制核
验、检票、验票更加便捷，闸机检票平均用时
由3.8秒/人缩短至1.3秒/人，速度提高3倍
左右，极大提升进出站效率，节约旅客出行时
间成本，而且能够有效防范丢失车票、购买假
票等风险。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电子客票
自助退改签、无接触进出站、网上办理返岗务
工团体票等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出行在购票、进站
乘车、退改签等环节将发生一些变化，主要体
现在：在购票环节，旅客通过铁路12306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下同）购票时，可自行打印或
下载“行程信息提示”；旅客通过车站窗口、自
动售票机购票时，将收到铁路部门提供的“行
程信息提示”。“行程信息提示”仅作为乘车提
示信息，不作为乘车凭证。在进出站环节，旅
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
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等可自动识读证件时，可凭购票时使用的
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闸机完成
实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旅客持户口本等
不可自动识读证件时，可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
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在乘车环节，旅客须
按购票信息显示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就座。遇
列车工作人员查验车票时，旅客应出示购票时
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旅客如需退票、改签，使用电子支付方式
购票且未领取报销凭证的，可直接在铁路
12306网站办理；如已领取报销凭证或使用
现金购买电子客票，也可先行在网上办理退
票，于180天内到任一车站完成退款等相关

手续，一并交回报销凭证。
旅客如需报销凭证，可于开车前或乘车日

期之日起30日内，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含自动售取票机、代
售点窗口）打印；超过30日的，旅客可联系铁路
12306客服中心办理。为了更加方便办理行程
变更手续，铁路部门建议购买电子客票的旅客
尽量使用电子支付，如需报销，尽量在行程结束
后领取报销凭证。

普速铁路旅客运输是铁路客运产品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旅客出行的重要选择，目前全国
普速铁路年旅客发送量约占旅客发送总量的三
分之一左右，其中长三角普速铁路年旅客发送
量约占区域内旅客发送总量的23.4%左右。在
内地高铁和城际铁路实现电子客票全覆盖后，
铁路部门即着手普速铁路实施电子客票的技术
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目前已具备实施推广条件。

电子客票在普速铁路实施后，将覆盖长三
角铁路管辖区段内京沪、沪昆、陇海、京九等24
条普速铁路路网干线和运输繁忙线路，涉及
107个普速和高普混合车站，其中江苏地区32
个车站、安徽地区43个车站、浙江地区26个车
站、上海地区3个车站、河南地区2个车站、湖北
地区1个车站。金山铁路开行的列车、宁波市
域列车、绍兴市域列车、连云港市域列车售票方
式不变，上海—拉萨Z164/165次列车上海至西
宁以远段、上海—香港红磡Z99/100次列车上
海直达香港红磡段仍使用磁介质火车票。

据悉，我国铁路电子客票于2018年11月
在海南环岛高铁开始试点，2019年7月扩大至
沪宁城际等4条高铁城际铁路试点，2019年四
季度后在全国高铁和城际线路大面积推进实
施，并于今年4月在内地高铁和城际铁路实现
了电子客票全覆盖。电子客票的推广经历了春
运暑运、小长假、黄金周客流高峰等各时期、各
线路、各地域、各场景的应用考验，系统运行稳
定、业务办理高效、现场组织有序、旅客体验良
好，在便捷旅客出行、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客运
组织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铁路
网络最发达完善的区域。作为票务领域的发展
趋势，全面实施电子客票是铁路部门运用信息
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
重要举措，对于全面提升客运服务质量、打造更
高品质“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铁路部门欢迎广大
旅客多提建设性意见建议，不断改善电子客票使
用体验，共同创造更加便捷美好的旅行生活。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马南极

全国普速铁路20日起实施电子客票

南通地区7个车站告别纸质车票

晚报讯 最近几天，我市开启“雨雨
雨”模式，如此频繁的降雨也让大家生活、
出行倍增烦恼。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今明两天我市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想要洗
晒的市民赶紧行动起来吧。

今年的“梅姑娘”真是温柔与暴力并
存，心情好的时候，给点阳光就灿烂，心情
不好的时候，立刻电闪雷鸣，狂风骤雨。据
市气象台入梅以来天气实况显示：我市9
日入梅，12日起降水明显增强，12至16日
我市接连出现暴雨和强对流天气，17日降
水有所减弱，其中最强的对流性天气出现
在13日晚间，全市最大小时雨量60.8毫米
（如东袁庄，20时-21时）、最大风速37.5
米/秒（13级，如东太阳沙）、陆上最大风速
27.1米/秒（10级，通州姜灶），市区最大小
时雨量37.7毫米（陈桥街道）、最大风速
25.1米/秒（10级，南通站）。

从9日8时至18日8时累积雨量（单
位：毫米）来看，市区101.8～266.5（南通

农场），海安 180.6～298.7（曲塘），如皋
107.4～251.7（柴湾），如东84.2～224.3（袁
庄），通州90.1～161.3（川港），海门51.0～
203.4（天补），启东74.1～153.3（南阳），其
中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站点有102个
（约80%）。

虽然连日降雨让人颇有些烦躁，不过好
消息是，这一轮雨水终于结束了。根据最新
气象资料显示，今天到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
为主，20日夜间云系增多将有弱降水。21日
后，我市雨水增多，连续阴雨天气又来了。好
在这几日气温都不算高，人体感觉还是比较
舒适的，大家可以趁雨水暂歇期，出门走走呼
吸下新鲜空气。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19日：多云，东
北风 3-4 级，气温 19℃～28℃；20日：多云，
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
19℃～26℃；21日: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
4-5级，气温20℃～23℃。

记者俞慧娟（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雨水暂退！今明两天抓紧洗晒
后天起又开始连续阴雨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二大队获悉，随着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
工程逐渐步入附属结构施工阶段，为确保一
号线中级法院站（暂定名）1号出入口建设顺
利开展，即日起至年底，学田路（工农路以东
路段）围封开挖，仅限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此次围封范围为学田路与工农路交叉口

以东40~44m范围，学田路北侧6m范围。围
封分两个阶段，期间学田路留有双向“人非共
板”车道，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交警提醒，学
田路（工农路以东路段）围封开挖期间，机动车
请从周边学田南路、学田北路、五一路绕行。因
轨交施工带来的不便，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强

因轨交施工，学田路（工农路以东路段）围封开挖

仅限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晚报讯 经常到市区濠东生态绿地健
身的市民应该发现，绿地北片区域近日多
了两片塑胶地坪，给空竹爱好者提供了不
少方便。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两片塑胶地坪由
红、绿、蓝三种色彩的六角形拼成，呈不规
则形状。一位空竹爱好者告诉记者，他们
经常在草坪上抖空竹，久而久之对草坪有
些损害，遇到草坪湿滑时容易摔倒。为此，
绿地管理部门决定辟出两片区域，作为空
竹爱好者的专门健身区域。

工程施工方是南通新晟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胡立新介绍说，工程施工材料选用
色彩鲜明的塑胶地坪，弹性好、无污染，在美
化濠东生态绿地的同时，给市民提供科学且
生态的健身硬件。

胡立新说，目前已完工的两片场地面积
为260平方米，近期还将在濠东生态绿地建
设近800平方米的塑胶地坪，地坪完工后将
安装健身器材，供市民健身使用。在满足市
民不同健身娱乐需要的同时，让濠东生态绿
地的草坪不受到毁坏。 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在“七一”建党节和端午节到
来之际，昨天，在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
南通市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江海晚报社、
南通报业卫生健康部共同策划的“报业慰
问老党员送健康”活动启动，组织者先后前
往金友林、王慕乔、尤来宗等三位老党员家
中走访慰问，并送上相关慰问品和节日的
诚挚祝福。

去年“七一”前夕，首次“报业慰问老党
员送健康”活动启动，得到了诸多爱心企业

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将这项公益活动长期
坚持下去，做成一项品牌工程，尽一份社会责
任，把关爱送到更多老党员身边。”治伦硒与
健康商学院执行院长卢朋刚介绍，今年3月，
治伦硒与健康商学院慈善基金正式成立，在
南通市慈善总会的监督下，基金将持续开展
助学、助医、助困、助残、助老、助孤、赈灾等社
会公益活动，不断发掘、研究、弘扬优秀的中
华“孝文化”“爱心文化”“慈善文化”。

记者冯启榕

空竹爱好者有了好去处

濠东生态绿地喜添健身场所

送温暖送健康

2020年“报业慰问老党员”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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