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长春（男）遗
失就业登记证，证
号 ：
3210842012001338
，声明作废。

高邮市秦邮之
声合唱团遗失人民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
J3121002324601，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邮市淮江分理处，声
明作废。

童晶晶（身份证
号 ：
3210841986031432
11）遗失熔化焊接与
热切割作业证，声明
作废。

刘国兰遗失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10841967081421
442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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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宝鼎线：“宝鼎季

阮573”开关至“宝鼎西

团L120”开关及“观武

宝鼎L143”开关之间

线路定于2020年9月

26日8时00分至2020

年 9月 26 日 15 时 3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三垛镇柳南村、武

宁村、少游村、三垛镇

柳 南 村 01#- 02#、

04#、06#、09#- 10#、

14#- 17#、22#- 23#、

25#变；三垛镇武宁村

03#、08#变；三垛镇少

村10#-11#、19#变；顾

家大站；三垛农机站排

涝(柳南)；高邮市三垛

镇柳南村。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停电通知

依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高邮市卸甲镇党政机关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
定》（邮办发【2020】76号），撤销“五
大中心”（高邮市卸甲镇农业服务中

心、高邮市卸甲镇经济发展服务中
心、高邮市卸甲镇村建环保服务中
心、高邮市卸甲镇社会公共事业服
务中心、高邮市卸甲镇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设立高邮市卸甲镇综合服

务中心。
特此公告

高邮市卸甲镇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4日

关于事业单位撤销和设立的公告
因汤庄镇乔三司路上现有决心闸桥与东马沟闸桥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现需拆除两座老桥（决心闸桥与东马沟
闸桥）新建决心闸桥与东马沟闸桥，为保证工程安全有序
进行，确保桥梁提档升级，早日交付运营，实行封闭施工，
现通告如下：

一、管制范围：
Y016（乔三司路）桩号20K+300-24K+550
二、管制时间
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12月10日（全封闭）
三、绕行路线
1、决心闸桥
大型车辆从光明路→经S264（安大公路）绕行汤车

线。
2、东马沟闸桥
由园区路→经S264（安大公路）绕行平合路。
3、小型车辆从决心路、太柏路、朝阳路、迎宾大道都

可绕行。
请社会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给与理解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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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市汤庄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6日

通 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www.huan-
pingbao.c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

日内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环
评报告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包括园区内

及周边村镇居民、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等
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及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及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向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以及建设单位反映。
评价单位：重庆国达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联系人：高工，电话：17603059880
邮箱：gysdgh@163.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
玉龙路142号5-9（重报万州中心4幢
5-9）

建设单位名称：高邮市三垛镇人民
政府

联系人：顾助理 电话：0514-
4812011

通讯地址：高邮市三垛镇人民政府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

信息发布起十个工作日。

江苏消防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示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真好，不仅使我
们的菜场变干净了，秩序上规矩了，而且困
扰我们的案台超宽问题也解决啦。”15日，
界首镇农贸市场蔬菜经营户仇其元感触颇
深地说。

农贸市场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重
点部位，界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镇党委
主要负责人更是把农贸市场文明创建工作
作为每日督查的“必修课”。“9月2日，镇党
委主要负责人来到镇农贸市场督查，我向
他反映，菜场经营的案台台面过宽，顾客在

台外，我们在台内，距离有1.2米，不论是
递菜和拿菜都不方便，能不能帮助我们想
个办法啊？”仇其元说，当时他也只是顺口
说说，想不到领导放在了心上，很快帮助解
决了这一困扰他们的问题。

仇其元所反映问题的“根源”，也是界
首镇农贸市场文明创建的“短板”。该镇
农贸市场内砌筑的混凝土经营案台台面
较宽，顾客买东西，商户伸手交物够不到，
很是不便，这就造成部分商户直接将货物
摆放在案台外围经营，极大地影响了经营
场所的正常经营秩序。自商户们向镇党
委主要负责人说出“烦心事”后，他便立即
召集镇分管负责人和镇城管中队负责人
到农贸市场现场办公，商议解决方案。整

改期间，为了不耽误商户们的正常经营，
决定避开商户经营时间实施，对商户们摊
位上的混凝土台面采用切割方法，减缩台
面宽度，台面切割完成后，又用白水泥将
整个台面全部“美容”一遍。现在顾客买
东西，商户卖东西都方便了，出台经营“乱
象”也得到了有效制止，恢复了原来的经
营秩序，农贸市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达
到了双赢的效果。

对此，镇党委书记张中斌表示，创建为
民、惠民、靠民，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努
力把居民群众的难点、痛点、堵点等作为工
作的切入点、落脚点，同时进一步压实责
任，把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切实办好。

记者葛维祥 通讯员 丁哲

“文明创建是真好！”

本报讯（通讯员 耿玮 记者 朱亚萍）“挥发性
有机物（VOCs）是生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其排放
与空气污染密切相关，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要
把好第一关。”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借助走航监测技
术，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VOCs污染开展“围捕”
行动，强化臭氧污染防治，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VOCs走航监测能对空气环境中的挥发性有
机物指数进行快速检测，对重点污染区域、重点企
业、重点工艺定点分析，并给出合理适用的管控建
议。据悉，监测团队白天在环境空气监测站点周
边4公里范围，城区15家加油站、8家汽修厂、餐
饮集中路段、各乡镇（园区）工业集中区开展了全
面的走航监测，初步掌握区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分布情况，晚上对发现的高值点位和重点区域再
次走航复测，精准锁定重点污染源。

检查过程中，市生态环境局各负责人分别带
队深入各企业，询问企业废气处理设施活性炭
的用量和更换周期以及危废的贮存和处置情
况，检查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以及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等情况，并给予现场指导，督促企
业加快问题整治，积极落实臭氧管控措施。下
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根据监测结果和实地检
查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及针对性的VOCs
深化治理。

借科技捕“元凶”——

生态环境局开展臭氧管控专项检查

精神文明创建

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 创建靠民

本报讯（通讯员 周惟 王立志）13日上午，市
政府组织交通海事、路政、公路养护与水利、公安
等部门联合执法，彻底取缔县道251（界车线）天
大码头。截至当日中午12点30分，天大码头处
公路沿线护栏已完成安装，大运河河道浮吊船以
及主体船只已被清离，天大码头被彻底取缔。

据了解，高邮市天大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在
X251公路大运河岸边停靠3艘浮吊船进行营运，
私自拆卸 X251（界车线）K13+750M—K13+
850M沿线护栏，作为装卸砂石料进货码头通道，
严重破坏骨干公路环境，影响大运河遗产保护形
象，同时对公路安全构成威胁。市交通部门多次
执法未果，9月12日再次致函天大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要求在当日内，立即自行迁移3艘浮吊船，
离开大运河沿线岸边；自行恢复X251（界车线）
K13+850M公路护栏，确保公路安全畅通；告知
该公司如不在限定时间内纠正违法行为，交通部
门将强制执法。

我市取缔一私设码头

农 贸 市 场 人 流 集
聚，利于开展文明知识
宣传。14 日上午，三垛
镇司法所联合宣传科在
该镇农贸市场门口，开
展“法治宣传人人参与
文明城市你我共享”主
题宣传活动。活动中，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调查问
卷、法治宣传手册，广泛
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意义和作用，普及民
法典中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合同编等新增内
容。当日，共发放宣传
手册 3000 余份，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氛围。

刘洋 维祥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杰 曹蕾 记者 南
笙）今年 3 月，市公安局菱塘派出所接
110指令称：禁渔期间有人在菱塘回族乡
清真村薛尖组高邮湖内电捕鱼。近日，经
法院审理，判决电捕鱼二人胡某、赵某拘
役三个月。

今年3月14日晚8时许，市公安局菱

塘派出所接110指令称：禁渔期间有人在
菱塘回族乡清真村薛尖组高邮湖内电捕
鱼。接警后民警迅速出警，对现场进行搜
索后未发现电捕鱼人员。后经与报警人
联系，得知电捕鱼嫌疑人在发现有警车经
过后已关闭所戴的头灯，藏进了连片的芦
苇荡中。民警通过巡查，发现一辆面包车

停在现场附近，得知就是嫌疑人的车辆，
后通过查询资料、电话联系、喇叭器喊话
等手段抓获胡某（男，47岁）、赵某（男，48
岁）、邵某（男，42岁）等三名嫌疑人（3人
均为菱塘本地人），当场查获电捕鱼工具
两套，成功破获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

经审讯，三名嫌疑人交代了在高邮
湖禁渔期间采用逆变器、电瓶等禁捕工
具在高邮湖内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事
实。

禁捕期间捕鱼 两男子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