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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

靖江市气象台提供

播报气象

□本报记者常靖宇

《读报议事》投稿QQ：1819883046

读报议事

读了 1 月 26 日 A3 版《农民工工资支
付专项检查为职工讨回欠薪 2648.9 万
元》这篇报道，笔者认为，这份追讨欠薪

“成绩单”其实敲响了警钟。
现代法治社会，哪里有欠薪现象，哪

里就有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漏洞。要真正
让欠薪现象不再发生，必须用制度和督查
来开启“护薪”之路，变“事后维权”为“事
前预防”。与其年关与欠薪单位“算总
账”，不如法字当头、监管前置。在大力推
广工资备付金制、工资集体协商制、月薪
逐月发放制的基础上，要持之以恒地通过
职能部门督查、工会组织审查、行业自律
严查等途径，盯牢企业工资单，建立信息
交互共享平台，真正把“护薪”的防线前

移，从而真正实现从源头监控到责任追溯
的全覆盖。

（新闻评报员徐剑锋）

读了 1 月 26 日 A3 版《马桥镇开展“衣
旧情深”捐赠行动》这篇报道，笔者觉得马
桥镇这一行动颇有创意，此举既让受助者
感受到了“雪中送炭”的温暖，又让捐助者
积压的旧衣物成了行善积德的馈赠品，同
时减少了浪费，不失为一举多得的好事。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积
余旧衣物的家庭不在少数。这些积压乃
至废弃的旧衣物成了很多人家里的累赘
甚至垃圾，但如果到了贫困人员手里，也
许就能为他们解决一份生活困忧。因此
笔者以为，各级组织及群众团体不妨也学
学马桥镇的做法，来个“衣旧情深”行动，
让闲置的旧衣物发挥应有的作用，给贫困

家庭多添一份帮助。
（新闻评报员汪凤千）

读了 1 月 25 日 A5 版《新房上梁放鞭
炮 不料眼睛被炸伤》这篇报道，笔者认
为，安全无小事，任何时候，我们每个人都
必须绷紧安全这根弦。

新春佳节燃放鞭炮，目的是营造喜庆
欢乐的氛围，是一种传统习俗。然而，如
果光顾了喜庆，却忽视安全，导致了安全
事故的发生，从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
苦或不幸，那就得不偿失了。因此，我们
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将安全牢
牢抓在手上，彻底消除隐患，杜绝安全事
故的发生。在此笔者提醒广大市民：燃放
鞭炮时必须倍加小心，严格按照规范操
作，千万别让鞭炮惹出麻烦。

（新闻评报员朱海滨）

打击欠薪“成绩单”
更应成为警示录

“衣旧情深” 一举多得
安全之弦松不得

近日，省质监局公布了今冬电热暖手器
产品的抽检报告，共抽查 118 批次不同规格
型号的电热暖手器产品，仅 40 批次合格，合
格率为33.9%；实体店合格率比网购还低，只
有 15%。眼下正值取暖小家电的销售旺季，
市民在购买保暖用品时是否注意安全性？是
否留意过产品的3C认证？记者调查发现，市
场上不少电暖用具缺少3C认证等安全许可，
其中最受欢迎的电暖宝更是鱼龙混杂。

江苏抽检合格率仅三成

电热暖手器俗称“电暖宝”，通常分为固
体集热缓慢释放型（硬壳暖手器）、容器内加
液体升温型（柔性暖手器，又称电热水袋）和
USB充电式暖手器三种。省质监局针对销量
最大的柔性暖手器产品进行抽样，在超市抽
样 60 批次，在京东、天猫、淘宝、苏宁、亚马
逊、当当等网络电商平台上抽样 58 批次，共
抽样 118 批次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售价在
19.5元至113元。

抽检结果显示，此次抽查实体店60批次
样品，不合格51批，合格率为15%；网店抽样
58批样品，不合格27批，合格率为53.4%。此
次抽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产品对触及带
电部位的防护、输入功率和电流、结构、电源
连接和外部软线等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其
中，118批次样品中，有 76批次样品“对触及
带电部件的防护”不合格，占比64.4%。35批
次样品“输入功率和电流”抽查不合格，占比
29.7%。

市场上“三无”电暖宝还不少

昨天上午，记者走访了富海广场小商品
市场、上海城和城区多家超市。在富海广场，
记者看到不少商铺将电暖宝堆放在商铺门前
醒目的位置，从20多元到60多元都有，但仔细
观察发现，大部分电暖宝都没有包装或标签，更
没有合格证或说明书。在一家销售小家电的商
铺里，记者拿起两个大小相仿，价格却相差40
多元的电暖宝，询问两者有什么区别。该经营
户称，售价高的能用更长时间，但是没三包期，

买回去试了不好用可以拿回来换。
在上海城一个小家电商铺里，记者看到

在售的电暖宝外包装上，各种认证标志很丰
富，包括“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和“水电隔离”
等字样，唯独没有最基本的 3C认证标志，而
执行标准、货号、生产日期和售后服务电话等
相关信息也难觅踪影。记者询问多家经营
户，在售的电暖宝是否有合格证，他们大多回
答“产品很安全，保证防爆”。

随后，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大型超市，发
现在售的电暖宝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售
价200多元，部分产品有纸盒包装，也有产品
说明书和保修卡、合格证，包装盒上写有厂址
及联系方式等。走访中记者还发现，消费者
在选购电暖宝时更加注重外观和价格，而很
少注意3C认证标志、说明书、保修卡等。

记者从质监部门了解到，“3C”认证的全
称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一种最基础
的安全认证。没有通过“3C”认证的电暖宝不

能上市销售。

选购使用电暖宝有诀窍

如何正确选购、使用电暖宝及电热水
袋？记者走访中了解到以下注意事项：

1.购买时看清产品是否有厂名、厂址、技
术标准以及产品合格证书或质量保证书；

2.购买时注意说明书是否有“水电分离
加热”和“气压控制技术即防爆装置”等内容；

3.电暖宝最怕漏水漏电，在电暖宝通电
前，要确定插座干燥；

4.充电时，先将插头插入贮水式电暖宝
插口，再接通电源；

5.待袋身略微胀起，先切断电源再拔下
袋上插头；

6.袋状电暖宝在充电过程中，若袋身明
显胀起，说明里面有剩余空气，应切断电源；

7.严禁针刺、重压，以防液体漏出，造成
漏电。

微提醒

本报讯 （记者常靖宇）近日，本报“小红
帮忙”栏目接到多位市民反映，最近的寒冷天
气带来一些烦恼——电动车的动力出现明显
下降，和平时相比，近期续航里程明显减少
了。记者从城区多家电动车销售、维修点了解
到，其原因是天冷时电池能量无法完全释放。

这两天，不少骑电动车出门的市民发现了
这样的现象：明明电动车已经充满了电，却发
现电池不“给力”，有时骑行距离甚至比平时少
了一半，不少市民急忙咨询是否需要更换电
池。昨天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电动车销售、维修
点了解到，近日上门检测、更换电动车蓄电池
的市民明显增多。电动车续航里程减少的原
因是，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电池能量无法完全
释放，特别是最近两三天，气温低至零下八九
摄氏度，更是让电池的电力“放不出来”，导致
续航能力明显降低。要想让电动车恢复续航
能力，就要等到气温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除
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据介绍，在低温环境下，电动车最好“随用
随充”，随时保证较为充足的电量。如果市民
骑电动车时感觉续航能力下降极为明显，可以
等气温回升后再进行观察，如果续航能力没有
恢复，可以送到维修点检测，必要时可以更换
蓄电池。

严寒下电动车
续航里程“缩水”
商家：低温致电能无法完全释放

靖江市场调查情况表明——

电暖宝市场“鱼龙混杂”

●三阳肉脯高薪诚聘肉脯包装工、操作工
100名，有意者请联系刘女士13515165395
●名茶小镇高薪招聘服务员 20 名，
五官端正，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者
优先，底薪2500元加保险，月休3天，
工作时间 8小时，联系电话：胡经理，
15722833977。地址：江平路192号
●省靖中招保安数名，要求 45 岁以
下，身体健康，退伍军人优先。有意
者请与邵先生 15061035118，宋先生
15061039118联系。
●伊庭推拿会所诚聘：技师长1名，5-8
年工作经验，6000-10000元/月；技师
20 名，2-5 年工作经验，38 岁以下，
6000-8000元/月；财务1名，有会计上

岗证，品德好，2500元/月；前台2名，沟
通能力较好，适应能力强，吃苦耐劳，
2500-4000元/月；保洁2名，爱干净，吃
苦耐劳，有逻辑性，1500-1800元/月，
联系13852626122,15896028080
●亚太建设招聘专业财务会计2名，男女
不限，18052639339

●欣欣建材广场营业中建材店，因老
板业务繁忙，精力有限，现寻找合作
伙伴或转让，联系电话：18936813099
●市中心较繁华地段特色中式餐厅，因
有其他项目投资，无时间打理，现低价转
让，18351168889
●实验学校旁鸣人文艺培训因故转

让，有意请联系18121730333
●转让百富绅一品牌壁纸专卖店，电
话：15152640589

在靖江人才吧www.jjrc8.com注册简历，免
费推荐工作15896024446
电脑网站+手机网站+微信站=三站合一（企业营
销新利器），建站热线：18796766661（微信同号）

●购买车险不花钱，泸州老窖来买单，长
新桥北100m嘉多利商行18061023932
●男，31岁，在上海外资工作，1.74米，觅26至

29岁在上海工作的未婚女子。15996030611
●大量收购猴年、航天、抗战纪念币
18051150008 张

●江苏唯真名烟名酒 84855555
●假日旅行社 84898181
●急救中心：120
●中医院急救中心：84822120
●马洲牛奶：84503000
●万佳清洁清洗服务18952630809
●天力燃气24小时客服、抢修电话962007
●北环跑赢二手车评估买卖质押84909789
●大拇指超市配送热线89157779
●有机大米杂粮油醋酱油13338880005
●靖江羊克勤中西医结合医院80502222

招生求职招聘

便民电话

出租转让

市靖 江 便 民 息 超 市信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4852678 周 云
今日上午接稿明日见报（周日至周五）

计行收费 每行3０元／天

友情提醒：本报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
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请客户认真核实，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天天体彩

靖江人才吧招聘

★7位数奖池4703万元 ★大乐透奖池22.99亿元

快讯：1月9日，12670站点中
得体彩排列五1注，奖金10万元。

超级大乐透（16011期01月25日开奖）
开奖号码：02 08 10 15 23 05 10

体彩排列3（16026期，01月26日开奖）

开奖号码：4 0 3
体彩排列5（16026期，01月26日开奖）

开奖号码：4 0 3 3 4

体彩7位数（16015期，01月26日开奖）
开奖号码：8 4 0 2 4 8 5

供销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