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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及周边城市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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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靖江市气象台提供

播报气象图为我市一家环卫工歇脚点图为我市一家环卫工歇脚点。。盛义摄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常靖宇记者常靖宇）“寒冬来了，各位
朋友圈好友如果在人民中路上看到环卫工吃
冷饭、喝凉水，请转告他们，我们可以免费提
供饭菜加热服务。您的举手之劳会让环卫工
人觉得这个寒冬有温暖。”近日，这样一条消
息在微信朋友圈、QQ群里大量转发，城区众
多商家为环卫工传递温暖，表示愿意为环卫
工人提供休息点，让他们有个歇脚的地方，感
受城市对他们的关爱。

昨天下午，记者经过渔婆路发现，虽然道
路两侧有不少餐馆、超市，人流量比较大，但
是路面上干净清爽。正在该路段清扫的环卫
工戴着厚厚的手套，并用围巾裹住了脖子，看
上去动作并不轻松。由于清扫任务比较重，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感到了疲惫。由于没有
更衣休息的地方，她只能靠在垃圾车边喘口
气。稍作休息后，她又提起扫帚开始清扫马
路。这名环卫工介绍，因为没有固定的热水
供应点，一般情况下都是环卫所安排人员骑
车将热水送到每位环卫工人手中。尽管如
此，环卫工喝不上热水的现象有时仍会发生。

近日，人民中路上一家餐馆丫喔头鹅庄
的负责人刘佳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出倡议，希
望大家转告所有环卫工人，自己经营的餐馆
愿为环卫工人提供歇脚休息之处。她的倡议
受到众多微信好友的关注，消息在朋友圈迅
速传播。“当大家在温暖的室内时，环卫工却
冒着严寒在户外工作，自己希望能为他们提
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刘佳介绍，环卫工
每天起早贪黑，累了只能在路边歇歇，冷了还
不一定能喝上一口热水，十分辛苦。自己很
想为他们尽一点力，有时会请他们到店里歇
歇脚，但是大多数时候会被环卫工婉拒。发
出这样一条倡议，目的就是想告诉环卫工，沿
街商户愿意为他们提供关爱，并呼吁全社会
向他们传递温暖。在微信朋友圈和本土论坛
上，加入“爱心接力”的沿街商家还有不少，很

多商户表示，店内提供热水、空调，很愿意让
环卫工进门歇歇脚。

在本报“小红帮忙”栏目QQ群里，“为环
卫工传递温暖”也引发众多网友的热议。网
友“乾乾”称：“支持并转发。希望更多沿街商
铺加入，主动为环卫工提供热水和歇脚点。”
网友“小铃铛”建议所有加入爱心传递的商户
在门前贴一个小小的爱心标志，让环卫工能
够一目了然。

为了能让更多的环卫工有个歇脚地，本
报也希望有更多的沿街商家加入“爱心接
力”，为环卫工传递温暖。如果您的店里能为
环卫工们提供座椅、一杯热水，请与本报“小
红帮忙”栏目联系，QQ号：1819883046。

我市现有24处“环卫工歇脚点”
截至目前，我市城区已有环卫工歇脚点、

安康驿站24处，为在一线辛勤工作的环卫工
人片刻休息、防寒避暑提供便利。

2013年起，市体彩中心落实“环卫工歇
脚点”制度，在城区选取了 10处设置在闹市
区、人流密集区的体彩销售点，这些歇脚点受
到了很多环卫工人的欢迎。去年，市总工会
在城区打造11处“安康驿站”。今年，城区又
新增3处“环卫工人歇脚点”。这些歇脚点内
提供热水，有防暑防冻药箱。

微提醒

“朋友圈这样的流量千万别领！”近日，公安
部“打四黑除四害”官方微博提醒，尽量不要点
击那些需要输入手机号码送流量的链接，注意
保护好个人信息。

“快来领取流量哦！您的好友已成功领取
890M流量。”近日不少手机用户收到朋友通过微
信推送的这样一个网页链接，点击“我也要领
取”的链接并输入手机号码后，并没有免费获得
流量。此后，手机还会接收到大量乱七八糟的
广告短信。据了解，这些送流量的链接是一些
不法广告公司发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筛选
有效的手机号码，然后发广告信息或打推销电
话。也就是说，当手机用户以为会得到免费流
量时，输入的手机号导致了个人信息泄露。

（苏 讯）

微信里输手机号
领流量？这是骗局！

爱心彰显人格魅力

让阶梯水价成为“节水阶梯”

寒冬来了，众商家为环卫工传递温暖：

环卫工环卫工，，欢迎你们来歇歇脚欢迎你们来歇歇脚

闪 光 栏（10月份）

安全行车支招

靖江市运输管理处主办

曝 光 栏（10月份）

出 租 车 行 风 窗

冬季霜多、雾多、雨雪多、气温低，给驾驶员开车增加了很多困难，也给
行车安全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为确保冬季行车安全，在此提醒出租车驾驶
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增强意识。驾驶员必须高度重视冬季特殊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出车
时集中精力，控制车速，规范驾驶，在起步、停车、掉头、转向、变更车道、会
车等情况下要预见性地处理打滑、侧滑、跑偏、行人及非机动车横穿等突发
事件。

2.认真检查。出车前驾驶员必须认真检查车上的安全设备：转向、制
动、灯光、仪表、喇叭、雨刮器等要齐全有效；雾天出车时应将风窗玻璃和车
灯玻璃擦干净，按规定打开防雾灯、近光灯、前后小灯及示宽灯和尾灯，充
分利用灯光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道路，车辆及行人动态。

3.平稳驾驶。冬日雪后路滑，驾车时注意车速平稳，操作均匀，猛加
速、急刹车、突然转向等均是雪地行车大忌。行进中平稳加速，中低速行
驶。

4.缓加油。在起步和加速时，加油要轻、缓，以防止轮胎打滑和侧滑现
象的发生。由于加油过急，使车辆的驱动力大于路面的附着力，造成驱动
轮的空转及车辆横向偏移。所以油门一定要控制好，使驱动力小于路面的
附着力，方能避免或减少打滑、侧滑现象的发生。

5.巧减速。充分利用发动机的阻力进行减速，如果需要使用制动器停
车，也要先用引擎制动将车速降下来，再轻踩制动器。冰雪路面绝对禁止
采取紧急制动，以防引起车辆的侧滑。要注意防止侧滑。停车要尽量选择

没有冰雪的空地，拉紧手刹挂挡，必要时可垫住车轮。
6.慢转向。在转向时，一定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并慢打方向

盘，防止发生侧滑、甩尾；一旦发生侧滑，可采取适当回轮的方法予以解除。
7.巧妙上下坡。雪地坡道行车难度较大，上下坡都要低挡。
8.多预见。由于冰雪路面滑驾驶时要特别小心，要有高度的预见性，

对将要发生的事件作出预先判断，争取时间，以便提前采取措施，防止因事
件发生时不能准确操作而发生事故。

9.沿着道路中心或积雪较浅处行驶。若路面倾斜或成拱形，应选择平
坦处或道路中间行驶；若有车辙，应循车辙行驶；当车辙已结冰且较浅时，
应齐车辙行驶。

10.加大车距。由于冰雪路面的阻力较小，要避免跟车过近，尽量减少
超车。雪路制动距离比干路制动距离长3倍，比湿路长2倍多；冰路制动距
离比干路制动距离长4倍，比湿路长2.7倍。因此，冰雪路面上行车要严格
控制时速，每小时不得超过20km，跟车距离应保持50m以上。

11.降低车速。遇风、雨、雪、雾天能见度在30m以内，机动车最高时速
不准超过20km/h，能见度在15m之内车速不得超过5km/h，能见度在5m之
内应选择适当地点，靠路边停车，并开亮前小灯和后尾灯，以引起来往车
辆、行人的注意，待大雾减退或能见度有相当改善后再驾车行驶。

冬季安全行车注意事项

车牌号

苏MG2632

苏MG3023

苏MG2547

苏MG3101

苏MG2756

苏MG3096

苏MG2993

苏MG2435

苏MG3146

苏MG3039

苏MG2619

苏MG2732

苏MG2703

苏MG3095

苏MG3121

苏MG2748

苏MG2801

苏MG2617

苏MG2619

苏MG2653

苏MG3095

苏MG3202

苏MG2831

苏MG3182

苏MG3021

苏MG2636

苏MG2769

苏MG2692

苏MG2583

苏MG2826

苏MG2842

苏MG3181

驾驶员

孙宏芳

赵月红

薛爱民

陆军

陆俊

陆月英

鞠银江

高正秋

陈建余

张建军

周玲

骆能强

陈宝勋

夏一峰

王静波

徐雪红

周红萍

高双华

周玲

侯秋华

夏一峰

叶忠伟

邹灿东

洪福海

周学勤

沈建国

张建

高双红

潘永会

赵建林

鞠永红

肖金富

先进事迹

10月5日捡到一张身份证,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9日捡到一个包（内有农村合作医疗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9日捡到一个书包，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9日捡到一部手机和衣服，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9日捡到一张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1日捡到身份证、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2日捡到一张身份证,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2日捡到一张身份证、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2日捡到一部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2日捡到一个包（内有衣服），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3日捡到一串钥匙，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3日捡到一串钥匙，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6日捡到一张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8日捡到一部苹果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8日捡到一张身份证，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9日捡到一本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9日捡到一件衣服，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9日捡到一串钥匙，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19日捡到一串钥匙，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0日捡到一串钥匙，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0日捡到一钱包，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2日捡到一油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2日捡到一件衣服，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5日捡到一件衣服，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6日捡到一部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6日捡到一张身份证、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6日捡到一张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7日捡到一部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28日捡到一副眼镜，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30日捡到一部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31日捡到一部手机，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10月31日捡到一张银行卡，交公司，失主已领取。

车牌号

苏MG2917

苏MG3212

苏MG2579

苏MG3097

苏MG2441

苏MG3142

苏MG3242

苏MG2721

苏MG2420

苏MG3109

苏MG3017

监督途径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

企业自查自改

企业自查自改

违章内容

服务态度差

服务态度差

服务态度差

服务态度差

服务态度差

服务态度差

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

不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

不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

不规范使用计价器

不规范使用计价器

处理结果

公 司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教育（书面检查），扣季度奖

停运7天并参加1天培训学习

停运7天并参加1天培训学习

停运7天并参加1天培训学习

停运3天并参加1天培训学习

停运3天并参加1天培训学习

管理部门

扣5分，罚款500元

扣5分，罚款200元

扣5分，罚款200元

读完 11月 27日A2版《慈善大使马全章:
30年投入公益事业上千万元》这篇报道，笔
者对马全章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到由衷钦

佩。从马全章献身公益事业 30年的实际行
动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家乡的
浓浓爱意。愿更多的人都能够以马全章为
榜样，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

（新闻评报员朱海滨）

读了 11月 27日A3版《居民生活用水阶

梯价格听证会昨举行》这篇报道，笔者认为，
实施阶梯水价，一方面可以发挥价格杠杆的
调节作用，引导居民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另一方面，对超额用水的家庭提高水价，可
以体现人们在使用公共资源上的公平性。

当然，实行阶梯水价既要考虑节约资
源，也应兼顾民众承受能力，从而保证政策
的顺利实施并实现“多赢”目标。

（新闻评报员徐剑锋）

读报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