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方严打赌博机赌博违法行为
3至5月查处案件21起，处罚32人
本报讯（通讯员 乐土 岳萍 记者 南笙）近日，我

市警方先后对此前查处的 2起赌博机案件作出处罚
决定：2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人
因为赌博提供条件被行政拘留。据统计，今年3至5
月，警方共查处赌博机案件 21起，24人被行政处
罚，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摆放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属于违法行为，什么
情况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介绍，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按照“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设置赌博机
10台以上的；设置赌博机 2台以上，容留未成年人
赌博的；在中小学校附近设置赌博机 2台以上的；违
法所得累计达到 5000元以上的；赌资数额累计达
到5万元以上的；参赌人数累计达到 20人以上的；
因设置赌博机被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5台以上的；因赌博、开设赌场犯罪被刑事处罚后，
五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5台以上的，以及其他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我市警方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黄禁赌”专项
整治等行动，对辖区所有公共场所进行“拉网式”检
查，对赌博机赌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车逻镇小学开通 3辆校车
本报讯（通讯员 徐美忠）近日，车逻

镇小学3辆校车如期开通。
专用校车的开通运营是学生和家长

的迫切期望，是市政府造福子孙后代的
一项惠民工程。据悉，2019年初，市政府

把车逻镇开通校车纳入了年度计划，并
多次牵头组织市公安局、交通局、教体
局、校车公司等相关单位到该镇现场论
证、进行线路规划，并投入资金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统一配置校车和驾驶员。

“263”在行动

中考临近，日前，临泽镇团委为该镇初三学生送上“特殊礼物”———邀请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谢颖老师在希望村塾开展“超越自我 自信迎考”心理辅导活动，通过知识
讲座、互动游戏、个别辅导等方式，为学生们缓解考前心理压力，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中
考。 李明艳 晓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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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
正倩）2019年中考大
幕即将开启。近日，记
者从市教体局招考办
获悉，我市今年中考考
场编排方案已正式敲
定，全市 5134名考生
将分别在城乡 12个
考点、176个考场参加
2019年中考。目前，中
考准考证印制、各考点
考场座位安排等工作
已基本完成。

据了解，今年中考
从 6月 16日开始，至
6月 18日结束。在考
点安排上与往年一样，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考
生，今年参考人数在
100人以下的初中不

单独设置考点。城区共安排6个考点，分
别是南海中学（共 23个考场、663名考
生）、赞化学校（共34个考场、1007名考
生）、城北中学（共 29个考场、866名考
生）、秦邮初中（共 12个考场、357名考
生）、车逻初中（共 5个考场、132名考
生）和外国语学校（共 13个考场、378名
考生）；乡镇安排 6个考点，分别是临泽
初中（共 12个考场、344名考生）、界首
初中（共 7个考场、206名考生）、三垛初
中（共 12个考场、337名考生）、沙堰初
中（共7个考场、191名考生）、卸甲初中
（共 8个考场、238名考生）和天山初中
（共14个考场、415名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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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气安全用气常识⑤

液化气中毒救护!

液化石油气在通风不良环境中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液
化气大量泄漏，在空气中经过化学反应，也会产生一氧化碳。当一氧
化碳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后，形成碳氧红蛋白，使血液失去输氧
能力，导致人体器官和组织受到伤害。

液化气中毒一般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种。轻度中毒仅表现为
头痛眩晕，恶心呕吐，四肢无
力或有短暂昏厥，中度中毒除
上述症状加重外还有昏迷或
虚脱症状出现。

对于轻度中毒病人，只要
打开门窗通风并让病人到室
外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自行
消失。对于中度或重度中毒病
人，必须立即送医院救治。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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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宏泰燃气有限公司 安全提醒

通 告
因高邮市站前路建设工程项目二标段

隧道及道路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及通行安
全 ， 决 定 对县道 X305绿洋河以西190m
（K7+910-K8+100）段进行交通封闭，封闭
期间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
行。现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
2019年6月14日—2019年12月31日
二、封闭范围
X305 县 道 绿 洋 河 以 西 190m

（K7+910-K8+100）

三、绕行线路
1、机动车辆：
由东往西车辆：由周龙线延伸段往北，

经 S333、G233绕行；
由西往东车辆：由 G233往北，经 S333、

周龙线延伸段绕行。
2、非机动车及行人：就近选择三支渠路、

人民路、临时便道、小周庄村道、曹家路、绿扬
路等乡村道路绕行。

请社会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
持，自觉遵照执行。

特此通告！
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6月10日

公交线路调整公告
由于海潮路（屏淮路至文游路段）施工，

从 2019年 6月 11日起，对 2、3、7、11路公
交线路调整如下：

一、2路汽车站 --汽车站，城区线路走
向调整为：珠光路、武安路、文游路、海潮路、
府前街、中山路、通湖路、珠光路；班次间隔调
整为10-15分钟；首末班时间不变。

二、3路水部楼 --卸甲，城区线路走向
调整为：邮汉线、海潮路、珠光路、通湖路、文
游路、海潮路、府前街；班次间隔调整为 20分
钟；首末班时间不变。

三、7路人医分院 --扬州丰益，城区线
路走向调整为：东园路、海潮东路、平安路、健
民路、珠光路、武安路、文游路、海潮路、府前
街、中山路、通湖路、文游路、凌波路、华山路、
捍海路、金桥路、波司登大道、九园路、淮江
路、马横路；班次间隔调整为 20分钟；首末班
时间不变。

四、11路丁庄桥（丰泽鸿圆）--丁庄桥
（丰泽鸿圆），城区线路走向调整为：武安路、
屏淮路、秦邮路、珠光路、通湖路、捍海路、武
安路；班次间隔不变，首末班时间不变。

高邮市客运管理处
高邮市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0日

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出力献智———

全省首支“绿色娘子军”队伍在邮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周桂松 记者 孔令

玲）“作为‘绿色娘子军’的一员，我会自觉
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新的使命和责任，为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出力献智。”近
日，随着环保“娘子军”代表的发言，全省
首支“娘子军”环保志愿者队伍在我市临
泽镇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市生态环境监管
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据了解，这支“绿色娘子军”志愿者队
伍现有成员38名，她们来自各行各业，有
党员干部、教师、农民、工人，她们中的不
少人在此之前就常年参与植树造林、监督
污染排放、秸秆禁烧禁抛巡查等各项环保
服务活动。

据了解，“绿色娘子军”队伍成立旨
在通过志愿者们的行动推动生态文明进
社区、学校、企业、家庭，使生态文明理念
渗透到群众的衣食住行和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绿色娘子军”将积极关注生态

环境质量、自然生态和能源资源状况，了
解政府和企业发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学
习生态环境科学、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
健康风险防范等方面知识，并带头践行
绿色消费，宣传分类投放垃圾、不焚烧垃
圾和秸秆、禁燃烟花爆竹、少用化学洗涤
剂等环保知识，引导和带动广大群众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绿色娘子军”还
将定期开展各类环保生态服务活动，积
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提高全民环
保意识。

出重拳 扫黑恶 保平安

关注中高考

三部门“送法进工地”服务农民工
本报讯（通讯员 方青桥 张茜 记者 杨晓莉）日

前，市人社局、司法局、总工会组成送法服务团，深入
市人民医院二期工地开展“送法进工地”活动，并为
工地农民工兄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引导农民
工增强法治意识，维护自身权益。

活动现场，服务团成员以“农民工如何维权”为
重点，围绕农民工经常遇到的工资拖欠、工伤赔偿、
劳动保护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结合
一些典型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农民工合法权
益遭到侵害时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讲解，使农民工进一步了解如何收集相关证据并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活动期间，服务团成
员还向农民工赠送了《扫黑除恶宣传册》《职工维权
手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宣传资料 500余册，
发放了近 100份印有法治宣传标语的扇子、手套、
手提袋、手电筒等宣传用品，受到了广大农民工朋友
的称赞。“一直担心干完活后拿不到工资，听了今天
的法治宣传，心里终于踏实了。以后，就算遇到拖欠
工资情况，也知道该如何维权了。”现场不少农民工
朋友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