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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公益项目好戏连台
本月 500 多个名额等你带孩子免费体验

本报讯（记者 徐瑶 通讯员 吴可嘉）本月，我市
的青少年又有福利啦！近日，
记者从泰州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了解到，中心借对外开放五周年之际，将集中
举办一系列公益活动，
有兴趣的读者赶紧来报名吧。
据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分为手工制作、自信提
升、公益课程、讲座沙龙、职业体验等五大类，共计
500 多个公益名额，例如，
“ 绘梦想 智未来”手工小
达人活动中，孩子们将尝试制作有趣的手工，了解神
奇的热缩片和水雾魔珠；在口才训练营中，孩子们可

以通过声修、体修、口修等综合性的体验训练，爱上
舞台，自信表达；
“木制迷宫”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
们可以学习木工胶的粘连技巧，用不同大小的木材
创作迷宫……
感兴趣的读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泰州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
（微信号：tzqsnhdzx），活动的报名链
接将陆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
需要提醒的是，本次系列公益专场活动全部免
费，
所有活动名额有限，
报满为止。

公益活动总览表
活动名称
“木制迷宫”手工制作
“绘梦想 智未来”手工小达人
“这个冬天不会冷”科学小实验
“人人都是演讲家”口才训练营
“我喜欢我自己”绘本故事营
“想唱你就来，音准全无忧”音乐梦想营
“寻找传统文化使者”珠算公益课
“翰墨留香”硬笔书法公益课
“旋风少年”跆拳道公益课
“中国故事十讲”文化大讲堂
“舞出我人生”舞蹈专业之路分享沙龙
“青仔+YUAN”少儿职业体验五周年专场

活动时间
12 月 9 日下午 2:00-3:30
12 月 9 日下午 4:00-5:30
12 月 22 日下午 2:00-3:30
12 月 8 日下午 3:40-5:10
12 月 9 日上午 9:30-11:00
12 月 30 日 14：30-16:00
12 月
12 月 4 日-1 月 8 日（每周二）
12 月 9 日-12 月 30 日（每周日）
12 月
12 月 22 日 15:00-16:00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每周六、周日

报名年龄
报名人数
6-12 周岁
10 人
6-12 周岁
15 人
6-12 周岁
20 人
6-12 周岁
15 人
5-10 周岁
15 人
6-14 周岁
15 人
中班至一年级
120 人
大班以上
12 人
中班至一年级
20 人
一至三年级
60 人
4-10 周岁
孩子及家长 50 人
5-10 周岁
每场接待 30-50 人

我市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四种情形追究责任，要应赔尽赔
本报讯（记者 宋燕）近日，我市印发了《泰州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
决途径等，为随意损害生态环境的单位或者个人上
了
“紧箍咒”
。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
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
变，
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方案》明确了四种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发
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事件，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在国家和省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
发区、生态红线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

的；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不过，涉
及人身伤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不
适用本方案。
《方案》指出，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做到应赔尽赔。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
境损害行为需要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费用（含应急处
置费用、环境监测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
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
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
查、鉴定评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后评估等合理费
用。

民生速递

12 月起，
扬泰飞西安航班时间优化
本报讯（记者 王亦清）记者昨天从扬泰国际机场了
解到，12 月起，扬泰往返西安的航班起飞时间都由原先
的夜间优化为白天。西安飞扬泰的 ZH9251 航班，原起
飞时刻 17：50，原落地时刻 19：55。优化后起飞时刻 10：
35，落地时刻 12：40。扬泰飞西安的 ZH9252 航班，
原起
飞时刻20：
40，
原落地时刻22：
55，
优化后起飞时刻13：
30，
落地时刻15：
45。

元旦火车票开始预售
本报讯（记者 王亦清）根据铁路火车票预售期最长为
30 天的规定，12 月 3 日通过 12306 网站和 12306 手机客
户端，就可购买到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车票了。2019 年的
元旦假期为 2018 年 12 月 30 日、31 日和 2019 年的 1 月 1
日。建议元旦假期有铁路出行计划的市民提早规划购票。
同时，
随着寒假临近，
寒假学生票已全面开售。记者昨
从铁路部门获悉，
学生票乘车时间限为每年6月1日至9月
30 日、12 月 1 日至来年 3 月 31 日，
其他时间乘车不能享受
票价优惠。学生票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和动车组列
车二等座。其中，
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卧时应当补收票价
差额。动车组学生票价为全价票（公布票价）的75%。

第三期
“百日维薪”
法律援助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顾和平 通讯员 刘婧）昨天，全市第三
期
“百日维薪”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近年来，泰州法律援助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市关于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创新我市法
律援助工作机制，持续开创法律援助工作新格局。连续
三年针对进城务工群体开展
“百日维薪”法律援助专项行
动，成功为 2560 名农民工讨薪 2838 万元，行动被央视、
《新华日报》
《法制日报》等媒体报道。今年 6 月，泰州被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司法部选定为全国农民工
法律援助品牌建设示范点。

美和物业锦旗背后的故事

业主给美和物业送锦旗

称赞
“美和物业的服务绝对 OK”
近日，住在美好·易居城香榭的业主袁先生到小区物业服务
中心送了一面锦旗，并赞道：
“美和物业的服务绝对 OK，像这样
的物业、这样的服务真是让我们小区业主更有了家的感觉。
”
自年初袁先生家里开始装修，他深刻体会到了美和服务的
贴心，
“我经常出差，这段时间麻烦物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
们从来都没有嫌烦过，”袁先生回忆说，
“尤其是我们这栋楼的楼
宇管家刘小美，我家房子是包给装修公司的，每次装修材料到后
我都打电话请物业帮忙，刘小美不厌其烦地帮我开门签收。
”
“而且每逢下雨都不需要我说，她就会去帮我查看门窗是否
关闭，真的让我少了不少后顾之忧。”提起这些，袁先生心里又满
是感动。为了回报这份暖心关怀，他一回来就去定制了面锦旗
送到物业服务中心。
同月，美和物业香榭项目处还收到了业主张女士送的锦
旗。不久前，张女士家的电总是跳停，于是请来美和电工师傅

陈志刚，帮忙找出停电原因并重新安装漏电保护器。陈师傅
仔细安装排查，花了数小时时间，终于找出并解决了问题。张
女士不禁暗暗对他“这种执着不懈，无私替业主分忧的精神”
深表感激。
张女士说，在香榭住了一年多了，她感受最多的就是物业人
员的热情周到，
“每次走到大门口，保安都亲切问好；我的包裹、
快递也是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帮我收取；每次我带女儿来物业，
他们会拿吃的给我女儿、并且陪她玩，逗得小孩子很开心。还记
得有一次，我的快递多且重，物业工作人员一个帮我抱小孩，一
个人帮我拿快递，送到我家，这样贴心的物业服务让我万分感
谢！”
美和点滴间都在践行着“用心服务每一天”的宗旨，锦旗、感
谢信纷至沓来，
业主赞誉声持续不断。
●范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