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农机化工作受扬州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贾海涛 记者 陆业斌）18日，从

扬州市农机化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我市被评为
2016年度扬州市农机化工作优胜单位 ，获扬州市
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界首镇、菱塘回
族乡、城南新区（车逻镇）、高新区（送桥镇）、开发区
被评为扬州市 2016年度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达标乡镇；高邮市润邮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9个
农机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扬州市农机示范合作社。

省工商局抽检蚕丝被样品，合格率仅为 54%———

市民购买时需防“掺丝被”
本报讯（通讯员 陶媛媛 记者 翟甜甜）冬日里

蚕丝被因其贴身轻柔、保暖御寒，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但多数消费者从外观上无法直接判断蚕丝被的
质量情况。日前，省工商局发布 2016年度流通领域
家具用品质量抽检结果，今年全省共抽查了 50批
次蚕丝被样品，涉及扬州、南通、南京 3个地区，价
格在数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经检验，不合格 23批
次，合格率为 54%。记者注意到，我市共有 2个批次
不合格。

据了解，在不合格项目中，使用说明不规范、实
测纤维含量及成分与标称不符两项问题较为突出。

“使用说明是产品的组成部分，上面的内容应提供足
够的产品信息及洗涤和维护的方法，目的也是为了
使用户能够更加正确地使用和维护蚕丝被。”市市监
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纤维成分及含量也是
影响产品使用性能的重要指标，蚕丝被的填充物成
分对产品价格高低有重要影响。同为蚕丝，桑蚕丝和
柞蚕丝的价格会差很多。因此，标注错误对于消费者
对产品价值的判断影响很大。

市市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蚕丝被类产
品时，应选择有信誉的购物场所，并留存购物凭证，
以便出现质量问题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另外，除了要注意蚕丝被标识上的规格尺寸外，更要
看清其标注的填充物丝绵的蚕丝种类 (桑蚕丝或柞
蚕丝)和丝绵长度(长度分为长、中长和短三类)以及
填充物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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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垛平胜集镇部分路段禁停的通告
为提升镇区道路通行能力，缓解集镇中

心区域交通压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和《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容综合整
治会议精神，结合甘武路平胜桥南首、粮站
和原政府内新建停车场的使用、平胜商场向
东 50米处路边停车泊位的设置，拟对平胜
集镇主要路段实施禁止停车。禁停路段具体
为：甘武 路 平 胜 集 镇 3KM+220M 至
3K+445KM、甘马路平胜集镇 0KM 至
0K+400M 段。为保证道路畅通有序，所有

车辆不得占道停车，不得违反交通信号通
行，一律进入路边停车泊位或新建停车场停
放，敬请广大驾驶人遵照执行。

本通告自 2017年 1月 20日起施行。
执行先期三垛交警中队、甘垛城管中队等单
位将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广而告之，确保交
通组织调整的顺利实施，1月 24日后，对
仍旧违反规定的，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罚。

特此通告。

2017年1月22日

关于 264省道三垛部分路段禁停和限速的通告
为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缓解集镇中心

区域交通压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和《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对事故多发路段综合整治，拟对
264省道 171KM 至 172.5KM 段实施禁止
停车。另对 264省道 171KM 至 172.5KM
段实施限速 60KM/H，为保证道路畅通有
序，所有车辆不得占道停车，不得超速行
驶，不得违反交通信号通行，敬请广大驾驶

人遵照执行。
本通告自 2017年 1月 22日起施行。

执行先期高邮交警大队三垛中队单位将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广而告之，确保交通组织
调整的顺利实施，2月15日后，对仍旧违反
规定的，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依法处罚。

特此通告。

2017年1月22日

近 年 来 ，巧
妹子科技养殖园
不断扩大，目前
已发展成为集猪
场、鱼塘、有机稻
田、家禽养殖等
于一体的生产加
工一条龙科技养
殖园。图为养殖
园员工正在为客
户赶制香肠。

王林山 摄

文明高邮 温暖新春

“邻里守望送吉祥 红红火火过大年”春节志愿服务慰问活动昨举行
本报讯（记者管玮玮）“祝福是那吉祥

的中国结，愿每一个日子都很和谐；祝福是
那幸运的满天星，愿生活的路上挫折少一
些……”22日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
城分局二楼会议室内人潮涌动，歌声飞扬，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文明高
邮、温暖新春———邻里守望送吉祥红红火
火过大年春节志愿服务慰问活动”在这里
拉开序幕。活动中，御码社区共驻共建单位
相关负责人为社区困难群众发放了春节慰
问金和慰问品，让受助的困难群众感受到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秦邮书画院的书法家
们现场挥毫，为大家写春联、送祝福，更是

让大家提前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气氛。
活动现场，御码社区 9户生活困难家

庭分别领到了由共驻共建单位发放的500
元慰问金以及由御码社区爱心人士陶立
业捐赠的米、油等物品。今年66岁的习金
生，自从患上口唇细胞癌后，巨额的医药
费成了全家最沉重的负担。习金生说：“这
几年，家里为了给我治病，前后已花去 10
多万元，生活非常艰难。但让我倍感温暖
的是，每当有困难找社区时，社区都会尽
力帮助解决；逢年过节，还能领到钱和食
物。现在家里条件虽然不宽裕，但这样的
生活，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感谢政府！”

活动中，由秦邮书画院书法家们现场
书写的一幅幅春联，也让居民们笑逐颜
开。“听说书法家来送春联，我一大早就赶
过来了。”家住御码社区的赵文一边接过
书法家为他写好的春联，一边高兴地说，
“我不仅领到了春联，还亲眼看到了名家
的书法作品，真是开心。”

据悉，当天活动结束后，市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还与御码社区共驻共建单位相
关负责人一起，上门慰问了御码社区部分
困难家庭。

新年从“头”开始——

市民排队忙理发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鸡年春节临

近，记者走访市区各大小理发店发现，理发店
生意十分红火，不少理发店里出现了排队等
候的场景。

昨日下午，记者走访邮城各大理发店时
看到，每一家理发店里都人满为患。“新年从
‘头’开始，以新形象示人！”刚烫了头发的刘
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烫头发正好，到过年卷度
正好自然。

下午近 3点，府前街上一家理发店的店
长李先生终于抽空吃上了午饭。李先生告诉
记者，最近这一个星期店里的生意比平时大
概增加了三到五成，特别是来店里烫染发的
客人比平时多了不少。平时一天烫染发的客

人也就七八个左右，现在有20个左右。
中山路上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春节美发的高峰从上周末就显现出来了，前
来做头发的比平时多了 30%左右，这几天前
来做头发的更是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女性
顾客，一般都是染加烫，一天下来最起码烫染
20个头左右。

到理发店做头发的多了，顾客等待的时
间也就长了。对此，一位经营理发店多年的老
板建议，市民做头发在上午 10点至 11点这
个时间段相对较空，下午2点至3点以及晚
上 7点至 8点这两个时间段则是理发店的
“黄金时间”，能避开就避开。如果市民在店里
有专门的理发师，可提前打电话预约。

市老龄协会走访慰问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宰兆山）近日，市老龄协

会走访慰问城乡部分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
鼓励困难家庭老人树立信心，战胜疾病，克

服困难，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为他们排忧解
难，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祝福百岁老人健康
长寿，家庭幸福。

明起迎春运出行高峰
本报讯 （通讯员 殷建荣 记

者 金婧）昨日，2017年春运进入
第 10天。记者从市长途汽车客
运站获悉，当日汽车站共发送长
途旅客 5000人次，旅客发送方
向以淮安、盐城、连云港等苏北方
向为主；农公班发送旅客 1.1万
人次。车站方面提醒，24日、25
日将是节前春运出行的高峰期，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早购票，
方便车站安排运力。

据悉，今年我市投放了充足的
长途班车、城市公交车、出租车、应
急运力等参加春运。交通运管、客
管等部门加大对客运市场的监管
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甩客、倒
客、宰客等损害旅客利益、扰乱市
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加强督
促各客运企业和汽车客运站严格
执行运价和收费规定。汽车客运站
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
度，对所有参加春运的车辆及消防
救生设施等进行全面的技术检查，
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确保旅客
走好、走了。

江苏今年高考录取本二本三批次合并
市教育局招考办表示：将增加学生备考信心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记者近日从市教育局获
悉，为进一步增加考生的选择范围和录取机会，提高
志愿满足率，根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所发的相关文
件要求，从今年起，我省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和志愿设
置将作适当调整，本二本三批次合并。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高考录取中文理类本科
三个批次调整为两个批次，原本二、本三批次合并，
原跨本一、本二批次招生院校符合条件的纳入本一
批次。体育类公办本科和民办本科批次合并，艺术类
公办本科和民办本科相应批次合并。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涉及批次调整的招生院校，其办学性质、专业收
费标准均不会因批次调整而发生变化。

对此，市教育局招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三批
次和本二批次合并，而且有一部分本二专业将纳入
本一批次，这意味着考生考取本一和本二两个批次
的机会增加，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增加
学生的备考信心。

记者还了解到，与本次录取批次调整相适应的
是，我省各批次考生填报的平行院校志愿数也将由
原来的 5所增加到 8所，征求平行院校志愿数由原
来的5所增加到10所。

我们的节日·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