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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1月23日电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事故应急救援
指挥部23日通报称，截至当日12
时，井下已联系上的“五中段”10名
被困人员恢复正常饮食，救援人员
向他们投放了衣物和生活用品。

据通报，救援人员通过 1号
钻孔继续监测事故前有人作业的
井下“六中段”，仍未收到回应；通
过4号钻孔与“五中段”被困人员
多次通话，并向井下投送食品、衣
物、生活用品。现场救援新增 11

号、12号钻孔，用于辅助探测和巷
道排水，6号钻孔暂停作业备用。

“五中段”10名被困人员已恢
复正常饮食，并不断通过激光笔投
射、喇叭喊话等方式搜寻失联人员，
尚未收到失联人员信息。

此外，回风井井筒清障继续采
用“双层吊盘+气焊切割+液压切
割”的作业方式，优化操作流程，缩
短辅助作业时间。救援指挥部通报
称，正千方百计提高作业效率，力争
让被困人员早日升井。

据新华社天津1月23日电 天
文专家介绍，小行星吴伟仁星将于
1月24日“冲日”，此后10多天内，在
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感兴趣且有条
件的公众，可借助大口径天文望远
镜在繁星背景中找到它的“倩影”。

吴伟仁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镜于2007
年 8月 16日发现，2011年 6月获
得国际永久编号281880号。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所谓“冲
日”是指小行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
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此时
小行星与地球距离最近，亮度也最
高，是一年中观看它的最佳时机。24
日“冲日”时，吴伟仁星距离地球3.25
亿公里，此时，吴伟仁星的亮度会达
到最高值。当天太阳落下以后，吴伟
仁星将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直到第
二天太阳升起后，它才从西边落下，
因此整夜均可观测。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2日
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
人佩洛西 22日说，指控特朗普

“煽动叛乱”的弹劾条款将于 25
日被送交参议院审理。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
人舒默随后在参议院议事厅讲话
时说，控辩双方陈述将于2月8日
那周开始。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正
在组建辩护律师团队。

1月 6日发生示威者闯入国
会大厦的骚乱后，由民主党掌控

的众议院 13日表决通过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
此时距他卸任美国总统仅剩一周。
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
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须有至
少三分之二、即67名参议员支持才
能将特朗普定罪。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 2019年 12
月首次弹劾特朗普，指控他滥用职
权和妨碍国会。2020年 1月，国会
参议院在审理后否决了这两项弹劾
条款。

据新华社伦敦1月22日电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 22日做
出判决，判处英国埃塞克斯郡货
车惨案4名共犯13年4个月至27
年不等有期徒刑。

2019年 10月 23日，英国警
方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
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
里发现39具遗体，后确认遇难者
均为越南公民。

根据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判
决，参与制造这起惨案的 4人同
属一个人口走私犯罪团伙。其
中，41岁的爱尔兰货运公司老板
罗南·休斯负责提供运输工具，39
项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被判20年
监禁；来自罗马尼亚的43岁卡车

修理工格奥尔基·尼卡负责招募司
机，39项过失杀人罪和走私人口罪
名成立，获刑 27年；来自英国北爱
尔兰的24岁卡车司机埃蒙·哈里森
负责涉事集装箱在欧洲大陆的运
输，被判 18年监禁；同样来自北爱
尔兰的26岁卡车司机莫里斯·鲁宾
逊负责集装箱入境英国后的转运，
先前已在法庭上认罪，被判入狱 13
年4个月。

中央刑事法院法官奈杰尔·斯
威尼说，休斯和尼卡是这一人口走
私犯罪团伙的主谋，该团伙长期利
用英吉利海峡偷运非法移民，牟取
暴利。他说，警方怀疑这一团伙的
最大主谋是一名住在伦敦的越南
人，目前此人尚未归案。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南通市
水产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
理，享受厅局级医疗、乘车待遇
离休干部成健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1年1月23日13时08
分逝世，享年92岁。

兹定于2021年1月25日11
时30分在南通安孝堂2排1厅
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特此讣告。

讣告

单位联系电话：59002049
家属联系电话：15358778622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南通市
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副院长，享受
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离休干部
丁群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年1月22日16时45分不
幸逝世，享年90岁。

遵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
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特此讣告。

讣告

单位联系电话：13962947504
家属联系电话：13906292166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2021年1月23日

山东栖霞金矿被困人员恢复饮食
已获投放衣物

小行星吴伟仁星今天“冲日”
此后10多天公众可进行观测

特朗普弹劾案下周送交参院
控辩双方陈述将于2月8日那周开始

英国货车39人遇难惨案宣判

4名人口走私团伙成员获刑

这是1月23日在香港拍摄的被封闭的佐敦指明“受限区域”。
香港特区政府23日凌晨表示，要求佐敦指明“受限区域”人士留在其

处所，并在当日午夜前按特区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性新冠病毒检测。这是
特区政府第一次“封区”，并希望在48小时内完成行动。 新华社照片

（上接A1版）

“标准化”，文明创建有章可循

让城市文明有标准，文明之花得以落地生根。
建筑工地围挡设置多高最合理，公益广告字

体多大最为美观，小微施工怎么更文明，在如皋，
这些都有标准。

去年夏天，随着一艘重达20吨的废弃渔船
被打捞清运，周边的市民们纷纷拍手称赞。从多
方找寻船主，到用整整两天时间吊起沉船，再拆
卸清运，多个部门整体联动、合力攻坚，一鼓作气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文明创建工作标准化作业，如皋市建立健全
重点责任单位快速响应、问题“摸排、挂账、销号”
等系列机制，累计发放交办单36件、发布“红黑
榜”44期。去年，颐园区间路贯通、海月寺修缮利
用、人民医院停车难、农贸市场基础设施提档等
创建难点问题一一破解。

不仅在城区，文明新风劲吹乡野田间。“传承好
家训、弘扬好家风、幸福伴我行”主题活动潜移默化
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
新风”行动累计清理乱建“土庙”2748座、复垦复绿近
20万平方米。看到家园越变越好，村民们齐竖大拇
指：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谁不说咱家乡好！

“品牌化”，阵地建设外延内生

几天前，如城街道仙鹤社区举办一场特殊

的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会。76岁的退休老党员
陈锋作为主讲人，光宣讲手写的草稿就有十
几页。

如皋市依托“姚呈明理论武装工作室”，像陈
锋这样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百姓名嘴”，已经孵化
培育了近1000名。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这些“百
姓名嘴”们走遍如皋，把1000多场宣讲送到群众
家门口。

在如皋市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杖头木偶被
灵活运用到理论宣讲志愿服务中，《书记买树》
《喜事新办》等6部木偶短剧“线上点单+线下宣
讲”覆盖人数超700万。此外，“小巷党课”“90、
00话文明”等系列载体，讲“土话”、举“土例子”，
群众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思考”，打通基层理
论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在邻里中心、党员示范户、文化中心户和乡
贤家中，“港港经”百姓茶馆文明实践点鸣锣开
张。在那里，老百姓们读书看报、喝茶聊天，还可
以听讲座、听宣讲，人气十分活跃。

去年一年，如皋的志愿者们在雉水大地
34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助困、助老、助残
和推广绿色环保活动1000多场，全市30多万
人受益。

“系统化”，托举孩子幸福明天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每个梦想，都值得灌
溉。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明天、国家的未来。

去年4月3日，如皋市部分学生收看了一堂
生动有趣、饱含深意的思政课。“同学们，奥利给”

“同学们，杠杠滴”……如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高峰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分析，拉
近与学生的距离。

如皋初级中学初三学生小曹听完讲座感触
颇深：“中国、如皋都在飞速向前发展，我们青少
年要以天下为己任，传承起那匹夫有责的侠气和
精神！”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如皋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社会、学校、家
庭“三位一体”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
制机制，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课程设置。以志
愿服务“满天星”为品牌，全面推进学生志愿
服务站点建设；建立劳动教育示范基地 20
个，组织学生走进劳动课堂，从事生产实践；
培育孩子们身边的榜样，选树第十届如皋市

“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60名，形成比学
赶超的常态。

向阳花开，幸福成长。如皋广泛开展未成年
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向日葵”工作坊举办有声有色的活动，让孩子们
在轻松快乐的游戏中增强了自我认识、自我疏导
和抗挫折能力，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全面和谐健康
发展。

本报通讯员 邱辰 陈飞
本报记者 杨新明

如皋：打造精神文明建设新高地

预制菜、送餐到家，年夜饭有新味道

年味，在味蕾里。年夜饭，是一年到头每个
人的期盼。

今年的年夜饭怎么吃，吃什么？在家里“露
一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订购预制菜，
来“装点”这一年一度的“盛宴”。

广州酒家、西贝莜面村等很多餐饮企业推
出送餐到家、小份菜、位菜等服务，以半成品加
工为主的盆菜、预制菜火了起来。

天眼查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超
过 6.9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速冻、预
制菜、预制食品、半成品食品、即食、净菜”等关键
词。从地区上看，山东相关企业数量超9400家，
河南、江苏、广东均有超过5000家相关企业。

美团联合商家开展年夜饭到家服务，眉州
东坡等餐饮品牌陆续在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
全聚德、丰泽园、稻香村等老字号品牌也在外卖
平台推出“老字号过大年”活动。与此同时，许
多餐饮企业上线数字供应链，实时监测库存，及
时备货，保障菜品供应。

直播选购、在线体验，网上年货“备”起来

年味，也在年货里。足不出户“逛”集市，网

上年货“备”起来。
制扇手艺人孙亚青、皮雕匠人乔雪、糕点技

艺师傅邓祖如……不少非遗传人和技艺师傅走
进抖音平台，通过直播等方式展示糕点、剪纸等
传统年货的制作过程，以及手艺传承背后的匠
人故事。

抖音电商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4日至1月
20日，抖音年货节总成交额为208亿元。其中，
非遗手工艺品总成交额较去年“双 11”期间增
长13倍。

很多电商平台都推出了“家乡特色年货”等
热点话题，联动商家、买手等打造不同类型的直
播场景，同时推出一系列文娱互动，为消费者提
供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商务部、工信部等
联合相关单位举办 2021 年全国网上年货
节，参与活动的电商平台“统一时间、统一
标识”，并开展新品首发等形式多样的促销
活动。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二级巡视员张军说，
工信部将引导生产企业适应无接触消费新模
式，全力保障居民防疫用品供应，鼓励个性化定
制和柔性化生产，提高健康、绿色、智能的消费
品供给能力。

稳岗留工，就地过年保障要足

就地过年，过的是安心和温暖。推出新服
务、新应用的同时，做好保障格外重要。

1月21日，国网杭州建德供电公司对杭州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增容工程进行中间检
查，本次增容将由 7650千伏安增至 10500千伏
安。东方雨虹有关负责人说，能源部门紧急对
接，原计划春节后投产的增容工程将于春节前提
前完成，更好保障企业生产。

临近春节，中建三局北京公司东方厂安置房
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项目经理冯荆凌说，春
节期间，项目将进行封闭式管理，为每名留京工
友建立健康档案的同时，推行“栋号长”制、扫码
点菜、票选年夜饭等应用，并强化智能WIFI上网
系统，方便工友们和家人视频联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印发通知，于1月 21日至3月底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励
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落实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各地还将组
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同时引
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调休。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疫情期间，网购成为不少居民生活必需品
的来源主渠道。快递小哥的防疫措施严格吗？
我收到的快递安全吗？这是很多人在收快递时
的疑问。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服务，来看看邮政
快递企业是如何把好防疫关口的。

1月 11日早上 6点半，中通快递石家庄桥
西网点快递员杨艳峰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来
到网点。上班的时间跟往常没有变化，不同的
是，今天进小区的方式比过去严格了不少。“咱
们快递员属于优先放行群体，现在只需要提供

‘三证’就可以去上班了。”杨艳峰说，三证是指
由快递公司出具的工作证、身份证、核酸检测通

过的健康码。
目前，中通快递石家庄桥西区的这个网点

共有16名快递员，均已符合复工条件并全部到
岗。正式开工前，该网点负责人会依程序安排
测温登记、口罩发放，并提醒每个人注意寄递时
的防疫安全。同时，每个送件的快递员均配备
了一个消毒喷壶，快件交付给客户前，还会再次
进行消毒。

针对石家庄的特殊情况，顺丰速运对每班
次进出港快件全面进行消杀，场地、车辆每两小
时消杀一次，快件到港后先进行一次车厢消杀，
卸车后再内外消杀一次，在联系客户派送前会

再 次 进 行 快 件 消
杀。同时，要求员工
每天上班前测量体
温、查看绿码进行健
康登记；每位小哥配
发口罩、护目镜、手
套、消杀喷雾喷壶等
防疫工具，要求严格
自我防护，且每人每
72小时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确认安全后
上岗。

申通快递在石
家庄的20多个网点、
近300名一线快递员
经过核酸检测后，已
开始配送。这些网
点每天环境消杀至
少 2次，所有人员上
岗前必须进行体温
测量和登记，上岗需
佩戴口罩、护目镜、

手套，并随身携带酒精消毒液，相关人员每 72小
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在申通快递的北京网点，实行“七个 100%”
举措：即 100%实行闭环管理，100%进行防疫宣
传培训，进出人员 100%登记，确保 100%员工佩
戴口罩，100%进行体温检测，外地返岗人员
100%进行隔离，办公场所100%每天消毒。

在圆通速递上海市三林分公司内，负责装卸
的工作人员对传送带上的快递进行统一消毒。
在处理和运送包裹的过程中，他们全程佩戴口罩
和手套，平均每天要对 15000个包裹进行消毒。
包裹装车前，网点工作人员还会对空车车厢先喷
洒消毒液，完成这些流程后才会进行投递。

中国邮政对所有国际邮件在进出口运输环
节进行消杀，对邮袋和运载工具分别进行喷淋及
紫外线照射消杀。

河北省邢台市邮政分公司为确保无接触投
递，想出了“周转箱”的办法。城区寄递事业部揽
投站配备有大、小两种型号周转箱，投递员电话
预约客户后将邮件放入大小对应的周转箱内，并
对周转箱和邮件进行消毒。通过“快递员触摸周
转箱、用户触摸邮件”，有效完成无接触投递，投
递完成后对周转箱进行二次消杀。

圆通速递对营业场所每日进行场地、车辆、
快件消毒，并对冷链、国际进口和来自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的邮件快件、运输工具、操作设备进行
100%检测和 100%消毒。对返乡过年的高中低
风险区域返岗人员，将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
完成后再上岗。

申通快递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规定有序开展
业务运营，积极做好人力、运力等资源的调配，调
整快件路由规划和末端配送，强化对各个环节人
员疫情防控举措的落实，全力保障快件寄递通道
的安全顺畅。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送餐到家、网上“备”年货——

就地过年，也要把年味过足
餐饮行业推出预制菜，电商平台开启网上年货节，线

上文娱活动火起来……受疫情影响，多地倡导就地过年，
近期线上线下推出的一些迎新春的服务举措，已让人感受
到了别样的年味气息。

收快递还安全吗——

看邮政快递业如何把好防疫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