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逸）11日
上午，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做
客“12345政府服务热线”直播
节目，线上接听电话，与网友互
动，倾听诉求、解疑答惑。

直播过程中，市民朋友们
纷纷通过拨打热线、发微信等
形式参与节目，共接听热线电话
3个，回答网友留言问题9个。
网友在线留言询问：三垛镇安大
公路两边，存在大型货车夜间违

停，相关部门该如何管理？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管新民回
复：根据反映的情况，公安局将
再接再厉加大查处整治力度，通
过巡逻管控、联合整治，进一步
加强该路段的管理，力争杜绝
大货车违停现象。

农村“黑”网吧无证经营现
象如何取缔？针对网友的留言
提问，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
长金朝淦回复：根据营业性服

务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主体是
无证经营，由市场监管部门牵
头，文化、公安相关部门共同开
展取缔整治。如广大市民发现
无证经营“黑”网吧，可以向公
安机关举报。

据了解，下期12345政府
服务热线节目上线时间为 7
月 25日，上线单位是高邮市
生态环境局，直播时间是上午
10时至11时。

市公安局线上解疑答惑

我市警方始终注
重加强危险品管控力
度，推进突出治安问题
区域性打击整治行动。
日前，我市警方会同应
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

“四私（私产、私销、私
储、私运）”烟花爆竹集
中销毁行动。10日，工
作人员对收缴的2万余
箱“四私”烟花爆竹进行
了集中销毁。胡立新
王道南笙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小敏）路
遇居民家中厨房着火，两小伙
不顾个人安危徒手爬楼破窗而
入将火扑灭，避免了火势的蔓
延。连日来，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对这两位救火英雄黄淦海和马小
宝的事迹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
他们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事迹
在社会上传为佳话，也引起了上
级媒体的关注。8日和10日，央
视新闻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

7月4日晚，市区花湾路一
小区二楼住户家中突发火灾。
厨房内火焰滚滚，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浓浓的焦糊味。小区楼

下很多市民聚拢在一起议论纷
纷、束手无策。此时，黄淦海与
马小宝途经此地，二人与周围
邻居在破门无果的情况下，一
前一后顺着外墙水管爬到了该
住户窗外，手撕脚踹弄破防盗
窗进入厨房，并用热水瓶中的
开水迅速将火扑灭，随即，二人
踹开紧锁的大门寻找外援。在
确认没有人员被困后，二人才
默默离开现场。

黄淦海和马小宝的救火事
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也引来了央视记者的关注。8日
晚18时51分，CCTV-13新闻

频道《共同关注》栏目以《居民楼
起火 两名男子挺身救火》为题
对两人救火事迹进行了报道。
当晚23时43分，该频道《24小
时》栏目继续报道了此事。10
日晚23时31分，CCTV-13新
闻频道《24小时》栏目再次以
《逆火救援 两小伙救火不留名》
为题，对两人救火事迹进行了
详细报道，并对其中一位救火
市民黄淦海进行了采访，新闻
时长约3分钟。

融媒体中心记者连续跟踪报道引发舆论关注——

央视新闻点赞救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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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恩静遗失道路
运输证，车牌号：苏
K74969，证 号 ：扬
84320352，声 明 作
废。

冯萍（女）遗失劳
动就业登记证，证号：
3210842015003292
，声明作废。

管启宏遗失洋马
收割机牌号，车牌号：
苏 1042758，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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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期食品安全快检概述
7 月 4 日至 7 月 10 日，我局共开展食品安全快检 8623 批

次，其中蔬菜6444批次、畜禽肉1146批次、水果35批次、其他

998批次，本期抽检覆盖全市37个农贸市场、83家超市、9家蔬

菜门店。检测项目主要有农药残留、瘦肉精、二氧化硫、硫酸铝

钾等 10 项，其中农药残留检测占 75.14％、瘦肉精检测占

13.29％、二氧化硫检测占6.97％、吊白块检测占0.55％、亚硝酸

盐检测占0.50％、硼砂检测占0.06％、甲醛检测占1.84％、硫酸

铝钾检测占 1.46％、溴酸钾检测占0.10％、过氧化苯甲酰检测

占0.09％。本期食品快检检测的散装蔬菜、干货、肉及肉制品

等均为普通群众消费量比较大的食用农产品，采样主要集中在

农贸市场、商场超市，涵盖全市城乡，结果显示合格率达到

98.48％，说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该类食品基本可靠。

★消费警示
本期检测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中，阳性131批次，阳性率

1.52％。阳性批次中，二氧化硫超标36批次，阳性率0.42％，主要

是生姜、红椒和冰糖等；硫酸铝钾超标75批次，阳性率0.87％，主

要是凉皮、粉丝和凉粉等；农药残留超标6批次，阳性率 0.07％，

主要韭菜、番茄和芸豆等；亚硝酸盐超标14批次，阳性率 0.16％，

主要是牛肉和雪菜等。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上述阳性食品（食品农

产品），我局均已及时通知经营者下架销毁，或转为监督性抽检。

★过氧化值小常识
过氧化值是表示油脂和脂肪酸等被氧化程度的一种指标，用

于说明样品是否因已被氧化而变质。那些以油脂、脂肪为原料而

制作的食品，通过检测其过氧化值来判断其质量和变质程度。一

般来说，过氧化值越高其酸败程度就越厉害。若油脂氧化酸败，

产生的一些小分子物质会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如产生自由

基。长期食用过氧化值超标的食物，对心血管病、肿瘤等慢性病

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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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油绿豆糕 / 2019.4.10
高邮市      

好又多超市    
博泰加盟店

扬州市维扬区
品香园食品厂

过氧化值    
超标

不合格

豆芽 / 2019.5.24
王恒元      

（新华农贸市场）
/

4-氯苯氧乙酸钠
不得超标

不合格

经有关部门批准, 高邮市城管局定于
2019年7月15日下午三点半在扬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蝶园路52号）对城区
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两个标段进行公开招租：
标段一：城区公交站台，约135个，租赁期限2
年，年租金参考价45万元，租赁保证金5万元；
标段二：城区三面翻广告牌，3块，租赁期限2
年，年租金参考价10万元，租赁保证金1万元，
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2019年7月12日下午4点前

（节假日除外）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
邮分中心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一标段5万元；二标段1万元。

报名人资质：具有广告制作、发布的企
业。意向承租人身份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
存在法律的障碍。意向承租人经营活动合法
合规，诚实守信。

单位地址：高邮市城管局（盂城南路10-1号）
咨 询 电 话 ：王 先 生 0514- 85828232

13905254399；崔先生0514-84394986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高邮市城管局
2019年7月12日

户外广告位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建投集

团定于2019年7月17日上午9点在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
心（蝶园路52号）对以下门面房进行
公开招租：盂城路586号北侧四间楼
上下，面积约为248㎡，年租金参考
价6万元，租期五年，租金一年一清，
租赁用途仅限办公，竞租保证金6万
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
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2019年 7月 16日
下午5点前（节假日除外）到高邮市
建投集团五楼503办公室办理报名
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7月8日
至7月16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98号
咨询电话：0514-84604320（黄

先生）
财 政 局 监 督 电 话 ：0514 －

84610773（翟女士）
高邮市建投集团
2019年7月12日

公房出租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戴顺阳 记者 葛
维祥）10日，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从
即日起至8月下旬，市总工会将在全
市广泛开展以“清凉一夏、幸福安康”
为主题、一线高温作业的职工为主要
走访慰问对象的夏季安康“送清凉、送
安全、送法律”活动。

据悉，为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和防
暑降温工作，确保企业正常运行和安
全生产，切实维护高温炎热天气下广
大职工健康权益，市总工会决定从7
月10日起至8月25日，按照“群防、群
控、群治”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机制
建设的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
凉、送安全、送法律”等走访慰问活动。

市总工会负责同志介绍，“送清
凉”活动主要向一线职工赠送防暑降

温用品，督促企业落实防暑降温相关
规定，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
实施错时作业，利用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为环卫工、外卖送餐员、快递
员、交通巡警等户外高温作业人群提
供休息场所，免费供应茶水、提供防暑
药品；“送安全”活动以保障职工人身
安全为要务，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和事
故隐患整治、职业危害排查治理，加强
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及露天高
温、密闭缺氧作业场所的监督检查，宣
传暑期防病知识和心理咨询活动；“送
法律”活动主要向一线职工，特别是农
民工赠送《江苏省“一办法七条例”法
规汇编》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读
本和宣传资料，提高职工维护自身安
全和健康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市总工会情系坚守高温一线职工

“送清凉、送安全、送法律”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徐正军 记者 杨
晓莉）12日正式“入伏”，天气也将越
来越热。昨日，记者从市救助站获悉，
今年“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活动已启
动，该站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制
度，全力做好炎热天气救助管理工作，
确保我市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益。

据了解，为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
员及特殊困难群众的防暑降温工作，市
救助站成立了“夏季送清凉”救助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从加大主动巡查力度、
做好后勤保障、强化日常服务着手，每
天开展街头主动巡查救助，及时发现和
劝导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避暑
降温接受救助；为不愿来站的救助对象
送上防暑降温药品、饮用水、食品等，确

保街面流浪人员平安度夏；对发现的街
头流浪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及时联系
定点医疗机构救治，保障他们的生命安
全。同时，该站还购置了防暑降温物
资，为滞站救助对象启动空调房，为受
助人员更换夏季衣物和床上用品，确保
滞留对象安全度夏。

此外，市救助站还充分利用市数
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城市应急联动服务
系统覆盖市区的网络优势，获取流浪乞
讨人员信息，及时实施劝导和救助；向
环卫工人、社区以及社会爱心群众发放
宣传单、爱心救助联系卡，宣传救助管
理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救助
工作。市救助站呼吁广大市民，如发现
需要救助的特殊困难群众，请及时拨打
110或0514—84645350。

市救助站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
救助电话：110或0514—84645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