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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A4 看南通·民生

为进一步优化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区道路通行环境，规范
机动车停车秩序，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目前刘桥镇区道路交通环境实际，
现就强化刘桥镇区机动车停车秩序管理通告如下：

一、机动车驾驶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
定停放机动车，车头按停车泊位内的箭头朝向停放。

二、机动车在设有交通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不得随意停
车，停在停车泊位内的除外。

三、车辆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停放或临时停车在下
列路段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处理。

1、角通线（刘桥大桥北海五线至西环路）；2、海五线（东环路
至角通线）；3、新刘大道（角通线至刘新桥）；4、迎宾路（东环路至
角通线）；5、富民路（角通线至凤仙路）。

四、本通告自2020年7月29日实施。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6月29日

关于加强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区
机动车停车秩序管理的通告

7月 6日 09:00-17:00 10kV海光线部分停电 中天
科技海缆有限公司、小海11大队14小队

7月 6日 09:00-17:55 10kV南虹 146线部分停电、
10kV姚港147线部分停电 消防队，油库宿舍，招通置业

7月 10日 09:00-14:55 10kV龙王桥 127线部分停
电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7月10日 09:00-18:00 220kV娄子港变：10kV备用
11A间隔、10kV泰东131线部分停电 无

7月 10日 09:15-16:55 10kV新城 137线部分停电
无

7月 10日 07:00-14:55 10kV大庆 161线部分停电
五一职工苑8#箱变、五一职工苑9#箱变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

2020年6月29日

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遗失公告

▲徐晓燕、王鹏遗失南通暄玺房地
产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3200172350，
发 票 号 码 ：12386681，金 额 ：
904438元，声明作废。
▲薛子濠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O320058292，声明作废。
▲南通鲁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B035钱锦遗失南通近代第一城
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收据，号码：
1005321,金额：5000元，声明作
废。
▲南通开发区诚麟纺织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68915075-3，声
明作废。
▲袁杨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O320814982，声明作废。
▲徐意东遗失南通航运职业技术
学 院 就 业 协 议 书 ，编 号 ：
202073546860，声明作废。
▲祝晨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U320192563，声明作废。
▲崇川区老北京胡同饭店遗失税
控 盘 ， 税 号 ：
32060219640725202102，声明作
废。
▲南通市房地产中介服务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600510008424w，声明作

废。
▲吕秀兰遗失与南通崇川区任港

街道南通港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

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号码：

2015版0006439号，房屋坐落于

节制闸西路8号南楼301，应补偿

金额：78954.92元，声明作废。
▲高金星、宋雯雯遗失与江苏炜赋

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合 同 号 ：

001020170111003 （ 编 号 ：

ZY505），房屋坐落：竹韵花园48

幢704室，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59000797 59000798 办理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南通市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今年起，全市216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个人
对账单都将通过“南通医保”APP电子化发送，随时
随地可以享受“智能医保”带来的高效便捷。即日
起，参保职工就可以在APP里查询 2019年度的对
账单。

在职参保职工个人对账单电子发送

向参保职工免费邮寄医保个人对账单是市医保中
心坚持了17年之久的便民举措，其目的是让参保职工
及时了解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明细，心里有本“明白
账”，受到参保职工的欢迎。

随着我市医疗保险一体化智能公共服务平台的广
泛运用，在去年试行通过“南通医保”APP电子发送市
区在职职工医保个人对账单的基础上，市医保中心决
定从今年起，将电子发送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职工医
保参保人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对账单发放的电子化、
无纸化。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只要下载安装“南通医保”APP，
选择电子对账单模块，即可随时随地、安全准确地查询到
本人前年医保账户结余情况、上年度账户预划情况、上年
度医疗费用总体支出情况、本年度预划账户、本年度年初
账户扣缴及年初账户余额等相关信息。

退休参保职工个人对账单也可邮寄

考虑到退休人员的生活习惯，今年在发放2019年
度个人电子对账单的同时，退休人员也可通过邮局打
印、寄发纸质对账单的方式获得对账单。邮局将按照社
保卡登记的个人联系地址，或长期居住外地的外地住址
进行投递。

市医保中心也提醒家庭地址发生变化的退休参保职
工，及时到市政务中心裙楼三楼的社保卡发放窗口办理
变更手续，以确保能收到自己的医保个人对账单。

本报记者 何家玉

本报讯（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王春燕 冯小红）28
日-29日，受梅雨带影响，南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大
暴雨，全市水位迅猛上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密切关
注全市水情雨情，并组织水利、气象等部门就当前防汛
排涝及雨情等情况进行会商。昨天早上，全市主要河
流29个水情监测点中，14个超警戒水位，经过一系列
抢排措施，当天下午两点，超警戒水位降至8个。目
前，全市汛情基本平稳，水情可控。

昨天凌晨三点，通城倾盆大雨，市民们正在酣睡，
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仍坚守在岗位上。面对强降水，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调度，利用长江潮位抢潮排水，
同时，调度沿江焦港闸、如皋港闸、碾砣港闸、九圩港
闸、节制闸、营船港闸、新江海河闸排水2潮次，沿海北
凌新闸、洋口外闸、掘苴新闸、东安新闸、遥望港闸、团
结新闸、大洋港闸连续排水2潮次。此外，28日9:30
起，主城区活水调度模式切换为防汛调度模式，濠河泵

站停止引水，沿江涵闸相机排水，保持濠河水位不高于
2.70米，海港引河水位不高于2.20米，西山河南（园博
园）水位不高于1.80米。

“尽管这两天南通降水强度比较大，但经过沿江沿
海闸站的及时排水，市区暂未发现明显的积水情况，接
下来，市防指还将继续关注雨情、水位的变化，及时跟
进调度，确保城市不发生内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水利局局长助理周兴余说。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喻燕）入汛以来，
强降雨来得异常猛烈。市公路部门闻“汛”而动，贯
彻落实各级“两防”要求，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集
结抢险力量，确保全市干线公路安全度汛。截至28
日，全市普通公路系统共出动人员657人次，巡查车
辆733车小时，出动机械设备131台次，有力保障了
全市路网畅通运行。

在暴雨来临之前，我市公路部门就积极采取措
施，加强路网监测，及时发布路网信息，全面落实

“两保一强”。节前，对全市干线公路路网运行情况
进行研判，及时向公众发布出行指南，节日期间市
县路网中心重点关注高速出入口、渡口及短途出行
交通流量较大的路段运行状况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处置。

针对连日来的降雨，公路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和
应急备勤工作，市县两级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
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制定网格式责任清单，加强应
急物资储备，保证应急机械设备完好。各分中心针
对下穿铁路易积水路段，加大巡查频次，做好应急
抢救准备。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黄明星）28日晚的
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使内河水位上涨明
显。为确保雷暴大风天气中的水上航行安全，切实保
障水上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市港航中心所属五所
船闸运行中心快速反应，加强大风预警宣传，自28日
下午6时起，所有小型船舶已禁止自各闸口进入长江
航行。

为防止水位升高，水闸管理所自昨天早上8时30
分至下午6时、晚上9时至次日上午7时，分两个时段
对外排水。因防止排水期间内河水位降低导致船舶搁
浅和航行不安全，南通船闸、九圩港船闸、焦港船闸做
出了停航响应，海安船闸、吕四船闸未受天气影响，依
然正常开放闸。

针对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船闸通过高频加强宣
传，提醒引航道待闸船舶注意停靠安全。同时，安排管
理艇配合执法部门在上游引航道对因避险大量涌入的
船舶停靠秩序进行管理，确保引航道畅通。

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后续南通辖
区的五所船闸运行中心，将根据水位监控情况，在大风
警报解除，内河水位回升后恢复通航。

本报讯（记者江建华 通讯员梁新华）为方便市
民出行，昨天起，南通公交开通26路公交线路，26路
由狼山游客集散中心至南通西站，大站停靠。

停靠站点为：狼山游客集散中心、狼山客运站（下
行无）、五山公寓西、体育会展中心西、中央商务区（下
行无）、烟草公司、市行政中心西、政务中心、市税务局、
文峰城市广场、南川河桥、易家桥新村、南通大饭店、工
农路濠南路口、中级法院、小石桥南、小石桥北、新桥新
村、东星灯饰城、方天大市场、崇川大桥北、南通西站。

首末班时间为狼山游客集散中心6:30-21:
00，南通西站7:00-21:40；发车间隔约15-20分
钟；单程时间约70分钟。5、45、58、88、96路等公交
线路可在狼山游客集散中心换乘26路。

又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王梦瑶）昨天早上5
时整，南通飞鹤公交17路首班车载着第一批乘客由
盆景园发往南通西站。

据了解，南通西站即将投入运营，为满足市民公
交出行需求，飞鹤公交规划了3条通往南通西站的
线路，分别是新辟的629路、630路，以及延伸增密
的17路。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28日，市交通防控组前
往南通西站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检查、部署，督促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落实到位。

当天，交通防控组实地检查南通西站防疫分流
点布设情况，了解人员分流处置流程，并在现场组织
召开各县（市、区）接驳点负责人会议，对疫情防控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落实防控措施，维
护全市及交通形象；加强组织协调，坚持全局“一盘
棋”，服从集中统一指挥；高标准严要求，合理安排人
员，确保开好头起好步。

为确保南通西站顺利投入运营，市交通防控组
专门部署，通州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落实相关部门
购置配备了疫情防控设施。目前南通西站分流点设
置的疏导隔离栏、活动板房、工作桌椅等已全部落实
到位，各县（市、区）都已安排人员做好接驳处置，为
南通西站投入运营打好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天，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
悉，江苏省文物局发出今年第3张《博物馆备案确认
书》（苏博物馆备案〔2020〕3号），同意“南通通作家具
博物馆”备案。我市备案博物馆总数增至25家。

据悉，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为非国有博物馆，法定
代表人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金祥，主要藏品为家具，
现已登记藏品323件（套），建筑面积2028.21平方米，
展厅面积1862.8平方米，馆内设有《大器婉成——南
通通作家具博物馆基本陈列》。

目前，南通的25家博物馆中，国有博物馆16
家，分别为:南通博物苑、南通中国珠算博物馆、审计
博物馆、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南通城市博物馆、南
通纺织博物馆、南通市个簃艺术馆、海安市博物馆、
海安七战七捷纪念馆、如皋市博物馆、李昌钰刑侦科
学博物馆、江苏盆景博物馆、江苏省江海博物馆、海
门市张謇纪念馆、南通市通州忠孝博物馆、曹用平艺
术馆；非国有博物馆9家，分别为：南通啸天风板鹞
风筝艺术博物馆、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南通风筝博
物馆、南通通有明清家具博物馆、南通中医药文化博
物馆、南通市富美帽饰博物馆、南通市沈绣博物馆、
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如皋丝毯艺术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为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
环境问题，提高环境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市生态环境
局以“地区包案、带案下访”的形式，分地区分组别推
进各地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销号工作。昨天，记者从
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局总工程师万华近日带队
赴海门市对8个突出环境问题开展现场核查。

据了解，上报的8个突出环境问题经海门市政
府审定均已采取相应措施，完成整改工作。海门现
场核查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销号的整改任务
严格把关，确保整改措施全部落实、整改目标全部实
现、整改工作取得实效。经现场审核，海门市4个突
出环境问题已达到整改目标，同意通过销号，另有3
个要求进一步补充佐证材料，对海门包场电镀厂重
点信访问题暂缓销号。

下一步，海门组将继续落实好“地区包案”工作，
担负起海门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治的牵头责任，强化组
织协调，对海门市在整治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加强督导和帮扶，确保问题整治一个，销号一个。

南通西站即将投入运营

一批公交线路昨起开通

市交通防控组赴南通西站检查

督促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通过省文物局备案

全市备案博物馆数达25家

市生态环境局赴海门

对8个环境问题现场核查

216万职工医保对账单“无纸化”发送
市民可通过“南通医保”APP查询

汛期突降暴雨汛期突降暴雨各方全力应对各方全力应对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昨天，连夜强降雨对我市农
业造成作物倒伏、设施损毁、淹涝渍害等不良影响。据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仍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市农
业农村局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做好应急值班和
实地指导工作同时，提醒广大农户，梅雨季节多发台风
暴雨天气，应注意加强田间管理。

梅雨天气对水稻前期的发苗非常不利，市农业农
村局作栽站站长郁伟建议，要做到清洗、施肥、防虫三
管齐下。他说，对洪水浸泡过的禾苗及时进行清洗，对
倒伏的禾苗扶正，要及时清理沟渠、排水；在暴雨冲刷
下，会使肥料大量流失，因此要根据不同的作物和受灾
情况及时适量追施速效肥，补充作物营养；要密切注意
田间发病动态，及时做好喷药防治；受灾严重不能恢复
种植水稻的田块，及时改种大豆、玉米、番薯等旱粮作
物，以秋补夏，尽量挽回损失。

此外，针对蔬菜灾后生产管理措施，郁伟说，要及
时清沟排水、扶苗培土；大棚（露地）西瓜茬口，可提前
种植水稻；旱地蔬菜，能收摘的及时收摘上市，对绝收
的田块，可补种耐热蔬菜，如空心菜、木耳菜、小白菜、
苋菜等。

市防指：抢潮排水确保汛情平稳

港航部门：

所有小型船舶禁止出闸进江
公路部门：

全力做好“两防”保畅工作
农业部门：

农技专家“把脉”田间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