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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查看
“祥泰码”
需要验证身份
本报讯（记者 熊珠琴）市民朋友请注意，最近在
查看“祥泰码”时，需要进行身份验证。验证时，要输
入本人证件号码和能看到验证短信的手机号码。否
则的话，无法在手机上使用
“祥泰码”。
为啥要验证？因为在此前，有人输入的手机号
码不是本人的，或生成的照片与本人不符。此次验

证是为了完善个人信息。
“祥泰码”可以打印使用。打印时，需将姓名、身
份证号、照片等，
打印在同一张纸上使用。
“祥泰码”是目前在泰州市域范围内通行的有效
凭证，
进出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区、村庄、工厂、医疗机
构、
超市、
菜场、
商场、
车站等场所，
均要出示
“祥泰码”
。

大兴实干之风
“民意直通车”
点赞榜

泰兴长江段禁捕采用
“高空瞭望”
无死角监控
本报讯（记者 朱敏丽 通讯员 蔡艳）24 小时，
360°无死角、无间隙，方圆 5 公里长江尽收“眼底”。
近日，随着一个“高空瞭望监控系统”安装于泰兴长
江段 334 省道附近高高的铁塔上，泰兴长江段禁捕工
作进入
“高空瞭望”
无死角监控状态。
根据相关规定，自 2020 年元月 1 日开始，长江段
干流天然水域将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禁渔期暂定为 10 年。
今年以来，泰兴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海事和公安
等执法部门联合在长江干流泰兴段水域开展不间断
巡检，采取岸防和水防两种方式，每次 3 人成队，保证
每日 3 次以上的巡逻。与此同时，长江干流涉及该市
的滨江、虹桥两个乡镇，均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
的领导班子，对沿江各村居以及从事捕捞业的群众
进行了广泛宣传，多方组织群众防护队，参与禁捕巡
查。

然而，长达 24.2 公里长江岸线，10 年禁捕期，要
想做到应防尽防、万无一失，单靠人防力量有限，非
法偷捕现象时有发生。对此，该市决定在长江泰兴
段 20 多公里的岸线上布置
“高空瞭望监控系统”
。
“该监控系统主要依托江边、河道、园区高耸的
通信铁塔建成，一个监控可以东西南北 4 个方向全覆
盖，仅朝一个方向，可覆盖方圆 5 公里范围，对长江生
态环境做到 24 小时，360°无死角、无间隙监控，同
时还可以自动报警。”泰兴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王新民说。
根据方案，除了长江段 334 省道，该市还将在东
夹江闸、过船港、天星港、三桥港、焦土港、七圩港等
六处安装“高空瞭望监控”。
“ 一共七个高空监控，这
样一来就将 24.2 公里长江岸线串了起来，通过该系
统，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及早处置非法捕鱼行为，
同时保证证据链完整，
方便我们取证。
”
王新民说。

上榜单位：医药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
事件回顾：2019 年 12 月，
市民赵女士将两件价值 5000 元的羊毛大
衣送至江州南路一家洗衣店干洗。后来，
因为疫情防控，赵女士不方便出门。3 月 5
日，她去取衣服时，发现店铺关着门。拨
打门上的联络电话，
却无人接听。
回访市民：赵女士，海陵区玉城名郡
小区居民
回访时间：
3 月 22 日
了解到该情况后，市场监管人员进行
了核查。这家洗衣店是年前刚搬到江州
南路的，营业执照未做相应变更，医药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无该干洗店的资料。经
多方联系，调解人员与商家联系上了。跟
商家沟通后，商家主动上门，将衣服送还
了赵女士。

警方建议市民，近期避免非必要的国际旅行
本报讯（记者 顾和平）3 月 21 日，泰州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支队发布重要提醒：建议广大市民近期
避免非必要的国际旅行。
提醒公告说，鉴于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严峻形
势，多国（地区）已采取临时入境管制措施，为防止旅
行中交叉感染，以及出行受阻造成不必要损失，如非
紧急必要事由，建议取消或推迟出国出境计划，特别
是暂不要前往疫情严重国家。如确有必要出国出境

的，出发前应详细了解前往地入境管制措施和疫情
情况，
做足个人防护准备工作。
此外，请目前仍在国外的市民做好自我防护，减
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安排国际旅行，谨防交叉感染。
如遇紧急情况，可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领事
保护与协助。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24 小时）：
+86-10-12308 或+86-10-59913991。

上榜单位：高港区刁铺街
道办
事件回顾：高港区刁铺街
道吉女士的母亲今年 70 多岁，住在刁铺街
道劳动街。从 2 月中旬开始，由于总下水
管道堵塞，其母亲家中厨房、卫生间出现
排水不畅，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上
厕所只能去离家四五百米远的一处公
厕。洗菜洗衣的生活用水，先要用容器收
集起来，
再倒进外面的窨井。
回访市民：吉女士，高港区刁铺街道
居民

我市
“网络课堂”
增开消防安全课
本报讯（记者 孙丹丹 通讯员 李缙）受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市中小学延期开学，各地
“网络课堂”纷纷上线。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教育部门在
“网络课堂”
增开了消防安全课。
“火炉旁不要放置易燃物”
“ 不要在插座上同时
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
“人不在，请切断电源”……在
“网络课堂”上，消防宣传员围绕家庭常见火灾隐患

开讲，采用生动形象的动画表现形式，穿插寓教于乐
的互动环节，重点从消除家庭火灾隐患“十提示”
“三
清三关”
、畅通消防通道等方面介绍了疫情防控期间
学生家庭应当如何防火除患以及逃生自救。与此同
时，消防宣传员还从家庭隐患自查入手，引导学生提
醒家长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达到了“教育一个学
生，
带动一个家庭，
影响整个社会”
的宣传目的。

回访时间：
3 月 22 日
其实，不仅是我母亲家出现排水不畅
的现象，周围邻居家也面临着同样的烦
恼。3 月 22 日，专业清掏人员带着工具来
到劳动街，他们对堵塞的下水道进行了疏
通，并对清掏出的污物进行了处理。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疏通，下水道终于通了。感
谢社区协调疏通下水道，为居民排忧解
难。

勇做战“疫”运输主力军,当好复工复产“先锋”
扬泰机场以民航界
最高礼遇致敬援鄂英雄归来
3 月 19 日 15 点 40 分，
东方航空公司
MU799 航班落地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机
坪。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多时的两辆红
色机场专用消防车整齐地打开高压水泵，
两道水柱在空中相遇，
形成了一道白色的
“拱门”
，
机长驾驶着飞机从
“拱门”
缓缓滑
过，
整个机身都沐浴在白色水雾中，
接受
“水门”的洗礼。据了解，此次航班载着
164名扬州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员。
飞机缓缓驶入停机坪，
舱门打开，
医
护人员依次走出舱门、走下舷梯。
“欢迎
回家！大家辛苦了！
”
扬州市委书记夏心
旻等领导来到停机坪，亲自迎接战“疫”
一线的英雄们归来，并在机坪内举行了

简单却又不失隆重的欢迎仪式。扬州市
市长张宝娟主持欢迎仪式，省卫健委副
主任朱岷，
扬州市政协主席陈扬，
扬州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锴竑，
扬州市委常
委、
秘书长韩骅等领导参加活动。
当 天 ，扬 州 泰 州 国 际 机 场 阳 光 明
媚，春风拂面。停机坪旁，
“向支援湖北
返扬白衣战士致敬”
、
“欢迎最可爱的人
回家”
等欢迎标识格外醒目。
据悉，扬泰机场高度重视此次保障
工作，连夜开展部署，迅速制订保障方
案，各单位通力合作，以最快捷的速度、
最暖心的服务、最安全的措施、最有力
的保障为英雄护航。
图 郁兴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多地开始复工复产，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全面落实好中央关于推动复
工复产的相关要求，
扬泰机场各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民航局部
署，
当好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交通运输各项工作的
“先锋”
，
在继续优先保障防疫物资和人员
运输航班的同时，
切实做好相关复
工复产航班的保障工作。
前不久，
南京海关副关长张亚平
到扬泰机场检查并调研涉外疫情防
控工作。扬州海关关长唐仁军，
扬泰
机场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贵联陪同调
研，
并汇报了机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张亚平现场查
看了国际到达保障流程，
检查测温、
观察、
取样等场所和设备，
了解人员

引导方案、
处置程序等。对采取的工
作措施表示肯定，
对做好下一步工作
提出相关要求。张贵联在汇报中说，
目前，
机场已经把防止境外输入作为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整体工作
平稳有序，
与各驻场单位的联动机制
运行高效。目前扬泰机场国际航班
已停航，
但是各项防控措施都按照要
求准备就绪，
机场将继续不折不扣做
好本职工作，
尽全力做好驻场单位的
后勤保障工作，
齐心协力做好涉外疫
情防控工作。
3 月 17 日，
江苏省卫健委新冠
肺炎防控指挥部督导组张兵一行
来到扬泰机场实地检查督导疫情
防控工作。扬泰机场副总经理李
明陪同检查。
3 月 18 日，
扬州市纪委纪检监
察四室主任郭军一行来到扬泰机

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扬泰
机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志咸，
纪委书记万永富以及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陪同检查。
张贵联说：
“ 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大考，
民航
人定能攻坚克难、不辱使命，努力
在这场大考中交出满意答卷，
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
推动扬泰两市建设贡献扬泰民
航人的力量。
”
图/文 扬机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