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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9月 27日 09:00-16:55 10kV通吕121线

部分停电 富丽花园1#变、富丽花园2#变
9月 27日 09:00-16:55 10kV郭里园125

线部分停电 郭里园新村12#箱变、郭里园新村13#
箱变、郭里园新村14#箱变、郭里园新村15#箱变

9月27日 09:00-16:55 10kV市西116线
部分停电 北濠新村6#箱变、北濠新村7#箱变

9月27日 09:00-16:55 10kV八字桥142
线部分停电 南兴村51163台区

9月 27日 09:00-16:55 10kV八字桥142
线部分停电 南兴村51166台区

9月27日 06:30-16:00 10kV园区线 天
后宫村、天虹银海、路灯变、瑞诚物流、继忠制造、瑞
诚船舶、铁塔、金牛、继忠港口、东恩建材、金德钢结
构、永盛混凝土

9月28日 09:00-16:55 10kV费桥171线
部分停电、10kV许环172线部分停电 变压器(南通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四大队)(8100633180)、
1(南通市市政设施管理处)(8100507888)、1#主变(好
盈(南通)实业有限公司)、秦北村1组(7132)、友邦(城
市照明管理处)(8100475310)、秦西村二组(6938)、
8108936579-南通昱程物流科技有限公司、1(林森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9月 28日 09:00-16:55 10kV新城桥153
线部分停电 无

9月28日 09:00-16:55 10kV华威136线
部分停电 邮电局外、华威开发、环西路、民族街、育

婴堂巷、南通市地方税务局
9月28日 09:00-16:55 10kV浩西131线

部分停电 钟秀西路8号1#箱变
9月28日 07:45-15:40 10kV园海128线

部分停电 无
9月28日 07:00-14:55 10kV五门闸173

线 8100262876- 南通市新江海河闸管理所
9月28日 09:00-16:55 10kV五门闸173

线 8100097928- 南 通 大 江 化 学 有 限 公 司 、
8100004008-南通全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9月28日 08:45-16:40 10kV海东165线
部分停电、10kV三厂185线部分停电 小海7大队
3队（7402）、朝阳港村15组（5392）、南通市小海香
山织布厂（8100421531）、朝阳港村9组（5388）、7大
队9队（5494）、小海朝阳港村15组（7455）、骆化村6
组（5470）、骆化村 4 组（5406）、小海骆化村 8 组
（5400）、骆化村8组（7434）、南通田园牧歌生态农庄
有限公司（8108293779）、南通田园牧歌生态农庄有
限公司（8107589813）、南通壹嘉壹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8105480663）、骆化村14组（5398）、骆化村15
组（5474）、南通怡园葡萄有限公司（8104437665）、
庙桥村14组（5374）、小海9大队11组（5459）、庙桥
村 12 组（5480）、南通飞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100415111）、小海庙桥村8组（7454）、小海庙桥
村 8组（7468）、庙桥村 13组（5376）、8大队 12队
（7384）、南通富士抽纱品有限公司（8104346765）、
南通金盛家纺用品有限公司（81002877207）、金盛
家纺（81002877200)、小海骆化村12组（7493）、南
通富士抽纱品有限公司（8100412314）、骆化村12
组（5408）、南通开发区浩昌纺织品有限公司
（8108435740)、8 大队（7415）、小海骆化村 10 组
（7404）、小海骆化村 10 组（7494）、骆化村 10 组
（5402）

9月28日 08:45-16:40 10kV张通151线
部分停电 张芝山居委会51036台区

9月 29日 09:00-16:55 10kV节制闸182
线部分停电 唐闸房管所1#楼、朝阳衡器外

9月29日 09:00-16:55 10kV市西116线
部分停电 北濠新村8#箱变、北濠新村11#箱变

9月29日 09:00-16:55 10kV观北142线
部分停电 新胜花苑1#箱变、新胜花苑2#箱变、新
胜花苑3#箱变、新胜花苑4#箱变、新胜花苑5#箱变、
新胜花苑6#箱变、新胜花苑7#箱变

9月29日 08:45-16:40 10kV新开北181
线、10kV新大183线 2#(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9月29日 07:45-15:40 10kV泰力123线
部分停电 竹行 11大队 4队(5352)、10 大队 5队
(N5354)、7441

9月29日 06:30-16:00 10kV圩村线 袁
三圩村、张大圩村、香官圩村

9月29日 07:30-16:30 10kV士文112线
10kV 余海 125 线 10kV 环本 144 线 贡安村
50736、50339、50340、50753、50752、50710、
50341、50342、50535台片、路灯50447、海启高速、
路灯管理所；东海变所用变

9月30日 09:00-14:55 10kV民安116线
部 分 停 电 南 通 新 天 地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8108197112)、南 通 金 马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8102008727)、袁桥 14 大队(7078)、袁桥 14 大队
(7076)、袁桥14大队北（7212）、沿河桥村4组（7210）

9月30日 09:00-16:55 10kV市西116线
部分停电 北濠新村3#箱变、北濠新村5#箱变

9月30日 09:00-16:55 10kV明星148线
部分停电 无

9月30日 07:45-15:40 10kV新开镇176
线 新开小区、8101982789-舒得乐班台渔具(南通)
有限公司

9月30日 06:30-16:00 10kV任口线 牡
丹村、高恒服饰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

9月15日

19日，中秋假期第一天，已在如东洋口港区外锚
地等候多日的“北斗星”轮终于接到靠泊指令。早上9
点，引航员登轮后，“北斗星”满载着16.4万立方米、7.2
万吨的LNG向着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码头驶来。

“受台风‘灿都’以及海况条件影响，前几天LNG
船舶无法靠泊，今天早上 8点，我们监测到储罐内仅
剩下 14.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库存偏紧，单日汽化
外输量下调至2500万立方米。”中石油江苏LNG接收
站海事经理陈汝夏告诉记者，保障中秋假日期间长三
角天然气可靠供应，当务之急是顺利高效完成“北斗
星”轮的接卸工作，这需要边检、海关、海事等涉海、涉
港、涉疫、涉外部门通力合作。

上午 10点，在海事部门电子巡航的“全程监控”
下，“北斗星”轮由四条拖轮牵引驶入洋口港区海域，
同一时刻，LNG接收站码头上，10多位码头水手正在
进行靠泊准备工作。100米、50米、10米、3米……在
拖轮的推引下，一个小时后，“北斗星”轮调整好角度，
开始缓缓向码头靠拢。

“2021年9月19日，如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队民警刘辉、叶长文正在对中国香港籍‘北斗星’轮进
行接船……”11点45分，两名边防检查站民警登上码
头，打开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接船过程，值得一提的
是，在船舶靠港前，如东边检已对船舶涉疫情况进行
了预排查，并及时通报地方联防联控机制。

12点45分，“北斗星”顺利靠妥码头，随着登船梯

放下，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的引航员
开始下船，与此同时，同样穿着的海关工作人员开始
登轮。海关登轮查验是 LNG卸载前的最后一道手
续，为实现船舶“靠港即检”“快速验放”，如东海关提
前加强了与海事、代理、码头等单位的联系，及时掌握
船舶靠泊计划，同时，借助连续在线取样系统，第一时
间对LNG船舶进行卸货、检验，将通关时间压缩近三
分之二。

晚上6点，“北斗星”轮开始卸货。这些“海气”上岸
汽化后，将通过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冀宁联络线等输送
至千家万户，保障长三角地区的用气需求。据了解，接
下来的10天内，中石油江苏LNG还将再接卸4船LNG，
累计为接收站增加74万立方米LNG资源储备。

“按照引航计划，‘北斗星’轮预计21日离泊，明后
天，码头上一切工作照旧，22日，‘鲍里斯’轮又将靠泊，
等于‘无缝衔接’。”陈汝夏告诉记者，作为重点民生保
障单位，接收站的工作只看船期，“不管是周末，还是各
种节假日，只要来船，我们就必须到岗，这是全站上下
的‘共识’。”与此相辅的，是各口岸职能部门，全年365
天、全天候24小时，他们坚守在南黄海边，不间断地将
清洁能源输送到江苏省乃至华东地区。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站点和长三角天然气
的重要能源储备基地，今年以来，中石油江苏LNG接
收站已累计接卸 LNG船舶超 60艘，平均约每 4天接
卸一艘，截至 9月 18日，累计外输天然气 68亿方，占
整个江苏省用气量的近三分之一，单日汽化外输量创
纪录地连续保持在2500万立方米至3000万立方米的
高位，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本报通讯员 徐书影 贾兆亮 吴瑕
本报记者 杨新明

本报讯（通讯员冒爱锋 记者张亮）“这几天老人
早饭吃的月饼是企业捐赠的，那原本的早餐钱用在什
么地方，请把最近买菜的超市小票给我看一下。”日
前，如皋市纪委监委专项督查组来到江安镇敬老院开
展督查。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众多爱心企业向农村敬老院
捐赠了大量月饼、衣物、食材等物资，导致专项救助资金
结余。针对结余资金是否用在老人身上、是否克扣截留
私分供养补助等廉政风险点，如皋市纪委监委联合审
计、财政、民政等部门力量，抽调派出监察员办公室、派
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的工作人员成立专项督查组，
分区域开展农村敬老院资金规范管理专项督查。

“为民办实事必须要从群众身边的具体事入手，
通过监督执纪让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
惠民政策。”如皋市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韩国强
表示。如皋市纪委监委围绕农村敬老院资金分配、拨
付、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排查问题线索，构建起“四
个一”工作机制，即组织一次走访排查、一次财务检
查、一次问题线索集中研判、一次进展情况通报，推动
专项治理走深走实。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
迅速整改到位。

着力推动源头治理，如皋市纪委监委督促民政、财
政等部门列出农村敬老院养老资金使用“负面清单”，
完善资金拨付、使用审核制度和资金流向公示制度，并
要求民政部门牵头加
强大数据比对工作，动
态监管敬老院人员进
出情况，切实加强事前
事中监管。

本报讯（记者黄海）金秋送爽月更圆，丹桂飘香
心更暖。中秋是最具人情味、最富温情的节日，在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启东市妇联号召全市广大“爱心妈
妈”们开展“情暖中秋 爱伴童行”活动，与结对困境
青少年共同欢度中秋佳节。

汇龙镇妇联开展传统文化体验课，在糕点师傅的
悉心指导和“爱心妈妈”的默契配合下，孩子们戴起手
套开始试着捏馅、包馅、压模……随着一道道步骤有
序地进行，当寓意着团圆的月饼雏形出现的时候，孩
子们雀跃的心情溢于言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启隆镇妇联开展“中秋暖童”活动，组织大爱城
流动党员和兴隆社区干部等一起相聚大爱城，共同
为困境儿童动手制作月饼。9月 17日，镇妇联为结
对儿童送上文具大礼包、手工月饼以及青少年党史
读物，鼓励他们自立自强，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战胜生活上的困难，在逆境中茁
壮成长；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北新镇妇联为结对小朋友送上了学习书籍和文
具，并带他们来到新桥村的图书室，鼓励他们多看书，
争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惠萍镇南清河村妇联执
委郁美琴带领红领巾志愿者走访慰问结对儿童，为他
们送上中秋慰问品，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据了解，自启东市“太阳花”四位一体“爱伴童
行”困境青少年关爱行动项目启动以来，启东全市各
区镇、街道和市级机关妇联，主动担当作为，担任牵
头召集人，建成一支温暖又有力的“爱心妈妈”团队，
定期走访慰问，经常沟通联系，以情牵手困境儿童，
用爱温暖稚嫩童心，使孩子们真正感受到“心有人
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

广播电视承担“党媒、政网、民屏”的
重要职责使命，广播电视安全涉及播出与
传输安全、信息及网络安全、内容安全、人
员安全、设施安全、施工安全等各个领
域。江苏有线南通分公司始终牢记政治
嘱托，扛稳政治责任，多年来始终确保安
全播出“零事故”。在今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安全播出评比中荣获江苏有线
系统安全播出保障先进单位称号。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好“责任
关”。持续完善安全播出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机制，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承担第一责
任人责任，其他负责同志认真履行“一岗双
责”。开展专题宣讲，实现主要负责人、安
全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宣传教育和思
想促动全覆盖。坚持全员参与和全过程、
全方位管理，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各个环
节、各个岗位，形成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
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保障“五位一体”，
无缝衔接，不留死角。强化监督问责，对责
任不落实、整治推不动、监管走形式、处罚
宽松软等问题依规依纪追责处理，构建全
链条、可检查、能落地的责任体系。

二是持续推进强基固本，筑牢“制度
关”。公司编制了一套安全播出管理规范，
将安全播出管理工作从时间、空间、专业、
人员等维度分解，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系统状态分时管理，安全责任分域管理，安
全管理有依据、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
梳理了一套安全播出台账汇本，将上级文
件、规范制度、宣传检查、人员培训等各类
台账材料进行汇总，建立常态更新机制。
完善了一套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严格按照
广电行业安全培训规定要求，加强对从业
人员的安全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充分利
用行业内、系统内广播电视维护技能比武竞赛契机，培育
安全技能维护梯队，挖掘安全技能维护各层次人才。

三是全面提升风险管控，把好“能力关”。建设省市
县三级安全播出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实现全流程可知，
全过程可控，全系统可管。不断健全完善常态化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机制，坚持自查自改与督查整改相结合，真
正视隐患为事故，关口前移、抓早抓小，把资源和精力向
源头风险防控倾斜。开展各种形式的模拟应急演练，着
力提升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实战演练中暴露出
的突出问题，深入查找原因，及时完善预案、弥补漏洞缺
陷，做到不拖、不等、不掩盖，确保整改责任、资金、措施、
时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

本报讯（记者黄艳鸣）苏锡通产业园区的银洋河新
村内落叶增多。“我们大早就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
进行清扫。”张芝山镇小区办工作人员陆海平说。在文
明城市长效管理过程中，苏锡通园区张芝山镇以人为
本，探索创新治理模式，以“物业管理+网格管理”双项管
理，推进安置小区改造与社区服务双提升，营造了共建
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张芝山镇共有 6个大型安置小区，面积达 173万平
方米，集中了全镇约一半的人口。副镇长钱金国介绍，
拆迁安置小区由于建设年代久远、缺乏物业管理，小区
内小广告满天飞、毁绿种菜、私搭乱建、飞线充电、车辆
乱停等现象十分普遍。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张芝
山镇投入2100万元进行安置房整治，同时为所有安置小
区配置了物业管理公司。

6月以来，张芝山镇推进“小区环境提升”专项整治
行动，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如何将好事办好，
物业公司配合网格员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整治实施前，
通过入户走访等，充分征求业主意见；实施过程中，邀请
居民参与监督，不断完善方案，形成最大合力。

老旧小区长效管理，重点是“长效”。张芝山镇在网
格化管理的基础上，要求小区物业“分块包干”，由两名
保洁人员和一名保安组成区域管理小组，形成“区域管
理+网格化管理”双项管理机制。通过每天巡查、每周点
评、每月考核，一岗双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
们要求第一天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二天再查找，整改到
位后才能拍照销号。”钱金国介绍。

家住银洋河新村中区的陈水兵对小区双项管理深
有感触：“我是2016年安置到银洋河新村的，搬进来的时
候小区环境还挺好，后来乱搭乱建、到处种菜的多了，环
境也就不好了。居民也有意见，但不好意思说。现在好
多了，小区里不但宽敞整洁了，还画了停车位、多了晾衣
竿，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一点不比商品房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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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山镇推进“物业+网格”双项管理

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边检、海关、海事等涉海、涉港、涉疫、涉外部门与江
苏LNG通力合作——

中秋在岗护航“北斗星”

启东“爱心妈妈”与困境青少
年共度佳节

用爱温暖稚嫩童心

如皋开展农村敬老院资金规
范管理专项督查

惠民落实处 幸福过双节

①幸福街道幸福家苑社区联合家诚看护开展“幸福满中秋 廉洁记心头”主
题活动，社区创造廉政文化氛围，时刻绷紧“廉节弦”。 何陇鑫摄

②幸福街道秦西社区、花桥社区联合南通火车站派出所、幸福派出所为旅
客发放印有“天下无诈”“清朗行动”等字样的自制月饼，引导
广大旅客在中秋阖家团圆之时，也要加强警惕。

吕雷雷 许丛军摄
③通师一附、崇川学校、实验小学、天元小学、郭里园

小学的江海小记者们走进南通宜家家居，手工DIY中秋灯
笼，在节日氛围里感受传统文化，激发创造力。徐培钦摄

①

②

③

18日，学生们在采摘葡萄。通州二甲中学开展“劳
以育德，美以养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组织学生种植、
采摘，并将义卖所得用来帮助贫困学生。 占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