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下午，马鞍山市广告协会在杭州鞍
马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召开
了支部委员会成立暨党支部书记选举大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科副科长何淼、党建指
导员韦业春出席会议，协会会长陈海风、副会
长张超及财务人员张静共计 3名党员参加会
议，非党员秘书长周龙华、办公室主任王玲及
财务人员徐超超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宣读了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关
于同意成立中共马鞍山市广告协会支部委员
会的批复》，随后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科
副科长何淼和党建指导员韦业春为“中共马鞍

山市广告协会支部委员会”揭牌。
会上，大家审议通过《中共马鞍山市广告

协会支部委员会书记选举办法》，通过现场举
手表决的方式，选举陈海风会长为书记，张静
同志为组织委员，张超同志为宣传委员。

新当选的支部书记陈海风代表支部作表态
发言，他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上级党
组织的各项决定、联系和服务群众、提高履职尽
责能力4个方面开展支部的各项工作，同时遵循
功能性党支部“小型、灵活、多样”的原则，利用召
开理事会、办公会、会员大会、庆祝“七一”等时间
节点积极开展学习活动。

党建指导员韦业春就支部工作的开展和
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提出了要求和期望，他希望新当选
的各位党支部成员在支部书记陈海风同志的
带领下把全市广告行业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
党组织的周围，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妥善
处理好党支部与协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激发
广大党员的活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做到出谋划
策不直接决策、主动服务不越权干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科副科长何淼强
调，广告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应多开展一些培

训学习，“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行
业之间的沟通了解，进一步发挥出功能性党
支部的政治核心引领作用，加强行业协会的
自律性。

同时，市广告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龙华
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对协会党支部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将在会长的带领下，努
力为会员单位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会后，广协会长陈海风,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龙华向副会长单位“杭州鞍马广告设计制
作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总经理张超进行
了授牌。 海洋风 张静

支部委员会成立暨党支部书记选举大会现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科副科长何淼、党建指导员韦业春为支部委员会成立揭牌

向“杭州鞍马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
授牌广协副会长单位

参观设备间揭牌现场

马鞍山市广告协会召开支部委员会成立
暨党支部书记选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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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宁市监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海关总署7月
10日公布，在厄瓜多尔三家企业生
产的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及外包装
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但是虾体和内包装样本检测均为阴
性。记者从南京市场监督局获悉，
当晚南京市场监管和海关、卫健部
门就在全市范围内对水产品及农贸
市场开展专项排查和新冠病毒应急
监测，消除风险隐患。7月10日晚
至7月12日，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
累计排查相关产品48115.05公
斤，已全部下架封存处理。7月11
日，全市共计采集各类监测样本435
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检查中，我们发现，有些超市
一看到新闻就已主动对相关产品进
行了保护性的下架。”7月12日上
午，南京市市场监管人员来到一家
销售水产品的超市进行检查，在检
查了货柜后，执法人员又对台账进
行了比对，确保没有涉事企业的冻

虾流入市场。
南京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的

执法人员上周六在龙潭万纬冷链公
司的冷库检查时，发现仓库里存储
了一些杭州萧山农发水产有限公司
的涉事企业冻虾，大约 3.1万公
斤，也都做了封存处理。

11日，南京市卫健委、市市场监
管局结合进口冷冻南美白虾排查情
况，分别部署在各相关超市、冷冻批
发市场采集冷冻白虾箱体、包装、虾
体和相关从业人员、冷库、冰箱等外
环境样本，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监测。

监测人员从以上市场采样了包
括冷冻白虾箱体外壁、内壁及虾体外
包装、虾体样本共325份（其中虾体
130份），采集相关从业人员咽拭子、
肛拭子和血液样本共73份，采集冷
库、冰箱内壁、货架、把手等环境样本
37份，共计采集各类监测样本435
份。7月12日上午9时，435份样本
检测结果均报告为阴性。后续应急
监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晨报讯 (通讯员 易凯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一个多月
前，在10栋的六楼一处隐蔽处，冒出
了一个马蜂窝。当时，蜂窝并不大，
大家都没太在意。谁知，马蜂窝开始
疯长，成群硕大的马蜂进进出出，可
把我吓坏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向
社区求助了。”近日，鼓楼区幕府山街

道北崮山社区安怀村450号大院的
杨先生拨打12345，希望社区能够
帮忙摘除困扰他多日的马蜂窝。

社区接到反馈后，第一时间到
现场查看情况，并在7月3日请来专
业人员对马蜂窝进行了铲除。

居民表示，平时马蜂到处乱飞，
大伙看到就很害怕。如今，天气升

温，老人小孩都出来活动，更容易惊
扰到马蜂，造成安全隐患。

北崮山社区书记李玲表示：“马
蜂窝确实有隐患，所以社区接到消
息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了情况。
如今，我们请专业人员铲除了马蜂
窝，居民就可以安全进出，恢复正常
生活了。”

晨报讯 (通讯员 朱丹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为有效保护长
江生物资源，江浦街道坚持保护优
先，强化保护措施，四举措积极推进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

高度重视，部署到位。迅速召
开全街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会
议，传达上级相关会议精神，明确初
步实施方案和工作职责，层层传导
压力，落实工作举措。

积极动员，巡查到位。要求沿
江各社区把长江岸线禁捕退捕工作

纳入日常网格化管理，设立卡点，落
实24小时值班制，加强长江流域的
休闲垂钓管理。同时，充分利用
12345政务热线等投诉举报渠道，
鼓励广大热心市民第一时间举报各
类非法捕捞、违规偷倒行为，补足巡
查短板。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
180人次，劝离钓鱼爱好者450人，
清理长江岸线各类杂物30余吨。

专项检查，整治到位。结合网格
巡查、街巷长工作，联合区市监局江浦
分局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餐饮店开

展专项检查，逐步“扫街”，向商家宣传
长江禁捕退捕工作精神，并要求及时
下架江鲜类食品，清除相关菜单和广
告内容。实现了辖区内各主要农贸市
场、生鲜超市、餐饮店的宣传全覆盖。

营造氛围，宣传到位。发放《致
市民的一封信》35000余份，悬挂横
幅380余条，在长江流域重点部位
设置告示牌14个，利用街道、社区
电子大屏滚动播放长江禁捕宣传标
语，营造浓厚的长江禁捕退捕工作
宣传氛围。

江浦街道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专业人员上门铲除6楼马蜂窝南京全面排查进口冷冻南美白虾
目前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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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出动6万人次防汛抗洪
晨报讯（通讯员 张苏莉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孙文）近日，南京玄
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区接到居民投
诉：台城花园小区门口有一个健身场
所，无人打扫，环境差。接到工单后，
台城花园社区向环卫所了解到，该公
共场所原本由环卫所管理，因为环卫
所改制，无人保洁，造成此处环境脏
乱差。台城花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
社区文明创建工作，组织党员、志愿
者对小广场的垃圾进行了清理。

大家发现广场四周积累了大量
的枯叶垃圾，不好清扫，志愿者拿起铁
锹、耙子认真清理。忙了一下午，广场
内的垃圾全部清除，环境得到改善。
居民纷纷称赞社区做了一件大好事。
社区人员表示，今后每周五下午，会安
排人对健身小广场进行保洁。

健身广场环境差
12345协助解决

晨报讯（通讯员 任俊宇丁思敏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周敏）根据南京市防汛Ⅱ级
应急响应，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
汛圩堤亮灯”行动，在高淳区中保段圩堤、江
宁区尾砂坝、溧水区毛家圩等40余处防汛
圩堤架设圩堤照明线路 120公里，亮灯
6000余盏。

截至目前，南京供电公司累计组织开展
防汛特巡、抢险4913人次，出动车辆1318
台次，对全市407座排涝站、防汛闸门开展
用电安全专项检查，为受灾泵站架设临时配
变5台，确保南京电网稳定运行，全力保障防
汛设施安全可靠供电。

晨报讯（通讯员 泰宣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卢斌）从7月10日下午3
时起，南京江北新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
至Ⅱ级（橙色），按照市、新区防汛工作
最新部署，泰山街道迅速响应、快速行
动，进一步扎牢全街防汛“安全网”。

Ⅱ级响应启动后，街道防汛领导小
组各副指挥长、各分管领导、机关各有
关部门及各社区（村）主要责任人按照
防汛责任包干的要求到岗到位，驻点一
线指挥调度防汛工作。街道党工委书记
许双华一行检查朱家山河堤防，要求全天
24小时安排值班人员对朱家山河两岸河
堤进行巡查，直至防汛警报解除。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郭礼华一行
赴浦东苑社区现场指导防汛工作。街
道防汛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并落实
领导带班制度。各社区（村）书记、主任
坚守一线，带领网格员、志愿者对辖区
内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不间断
巡查看护。同时，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常
态化在长江岸线、朱家山河护坡及亲水平
台等人员密集地段设置安全警戒标识，劝
离垂钓市民，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街道、社区对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人员进
行再次清点排查。应急响应升级后，街道
专业抢险队伍50人已集结待命。最新
数据显示，泰山街道现已增设防汛巡
逻点至20个，全街共出动巡查人数达
到300余人次。

晨报讯（通讯员 江景轩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刘通）7月11日早晨，南京市公
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特巡警支队十村警务站
接到报警，江北某民房有位老人被困在房
顶屋檐边下不来，希望民警到现场救助。

民警杨渊杰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邻居
一脸着急地对赶到的民警说：“一大早还没
睡醒就隐约听到有人呼救，出门一看发现老
人站在楼顶屋檐边瑟瑟发抖，幸好老人一直
拽着屋檐边的防护网才没有发生危险。”民
警赶到现场时，看着老人背靠着防护网，双
脚踩着狭窄的屋檐，民警大声叮嘱老人身体
不要向前倾倒，抓紧护栏。因下雨老人衣着
单薄，身体瑟瑟发抖地站在高处摇晃，民警
一边缓和老人恐慌的情绪，一边联系消防到
现场。民警四处查看四周建筑发现无法攀
爬，时不时叮嘱老人集中注意力抓紧防护网
等待救援。在消防赶到后，民警协助消防人
员架梯子，同时协同辅警稳固梯子配合消防
人员缓缓地将老人救下。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受持
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自7月10日起，长江
江苏段、太湖、秦淮河洪水黄色预警，石臼湖洪
水橙色预警。南京在随后启动了全市防汛Ⅱ
级应急响应（橙色），高淳区启动水阳江防汛Ⅰ
级应急响应。记者昨日从水务部门获悉，为打
赢这场防汛抗洪攻坚战，从7月6日至今，南
京已累计出动60724人次参与防汛抢险，

据介绍，针对目前的汛情，南京已建立强化预
测预报，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会商分析制
度。南京市防办每日召开视频调度会，提前研

判水雨情，提前落实防御应对工作。突出重点
区域、重点地段的巡查，通过完善工作措施，实
现巡查值守全覆盖。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自7月6日南京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以
来，该市累计出动人员 60724 人次、车辆
4932台次，全天候不间断巡堤查险。除做好
工程调度，低潮时抢排下泄，高潮时关闸挡潮
处置外，还积极落实应急抢险待命，组织防汛
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并与部队、武警、地方形
成紧密联动，已形成由各类人员参与的近万人
防汛抗洪队伍。

晨报讯（通讯员 国武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王业全 摄影报道）“你们关心的江
心洲，我们来守护。”超长待机的梅雨加持
下，长江水位屡创新高，地处长江之中的江
心洲面临严峻的防汛形势。

为了确保岛上居民安全，建邺公安分局
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一支24小时环岛巡防
的小分队，不间断对长江大堤进行巡逻检
查。据悉，这次抽调集结的巡防队员是刚
刚结束南京公安岗位练兵训练的精英，他
们在巡逻期间充分发挥练兵成效，多次开
展皮划艇作业，并成功处置了多起电线电
缆落水泡水等突发情况，有效排除了各种
安全隐患，为辖区群众平安度过汛期筑起
了一道安全屏障。

晨报讯（通讯员 孙逸飞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正在进行宁马高
速扩建施工的油坊桥互通至刘村互通
段因紧邻秦淮新河、南河，受河水水位
持续升高影响，涉水段施工堤岸加固已
全面启动抗洪防汛工作预案。记者从
南京市公路中心获悉，截至目前，通过
日夜不停施工，沿秦淮新河、南河施工
段已经筑起一座长450米、最高处2米
的防洪堤岸，尽全力消除连续雨季可能
出现的水漫河堤安全隐患。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截至昨天下午5时，长江南京站水位10.08
米（警戒水位8.70米），超警戒1.38米，创造
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潮位10.10米，与1998
年10.14米只有一步之遥，位列1954年
10.22米后的历史第三位。

具体到各监测点的水位，水阳江水碧桥
站12.96米，超警戒2.46米、超保证0.16
米；最高水位达到13.10米（7月7日），列历
史第三，仅次于1999年13.80米、2016年
13.64米。石臼湖蛇山站12.46米，超警戒
2.06米，最高水位达到12.46米（7 月 13
日），列历史第三，仅次于2016年13.02米、
1999年12.68米。同时，秦淮河、滁河等均
处于警戒水位以上，固城湖尚未超警戒。根
据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南京长江高潮水
位将继续维持在10.0米以上，预计水阳江水
位将维持在12.80米以上，石臼湖维持在
12.4米左右，秦淮河东山站维持在10.0米
左右，滁河水位继续在警戒水位以上。

晨报讯（通讯员 王楠竹）日前，
兴隆街道桃园居社区接到12345投
诉，有居民反映丹桂居小区草地上蚊蝇
到处飞、野猫到处跑，影响正常生活。

丹桂居小区属于老旧小区，野猫
常年出入小区单元楼及地下室，随身
携带的跳蚤、蚊蝇令邻里心生埋怨。
为有效控制病媒生物密度、保障辖区
居民身体健康，桃园居社区急居民所
急，联合小区物业共同开展蚊蝇跳蚤
消杀行动。

现场，消杀人员对辖区垃圾桶、
绿化带、楼角阴暗处等易滋生蚊蝇、
跳蚤的地方进行全方位消杀。同时，
社区呼吁居民不要随意喂养野猫，随
手关闭单元门，积极配合做好环境卫
生。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宣传普及病
媒防治知识，同时督促物业公司定期
对楼道进行消杀，给居民营造健康、
舒适的生活环境。

桃园居社区开展
蚊蝇跳蚤消杀行动

晨报讯（通讯员 霍丽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黄燕）文明、安全、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是打造“文明城
市”的重要指标，更是民众对理想生
活的期盼。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辖
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7月10日上
午，溧水区洪蓝城管中队在辖区重点
路段精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位。

此次施划工作开展之前，执法队
员针对不同路段、人流量的大小，结
合城市管理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乱停
乱放“重灾”地段，科学研判，合理增
设；同时听取沿街商户和广大居民
的诉求和建议，在不影响行人通行、
保障道路通畅的前提下，遵循“应划
尽划，服务群众”的原则，在商户门
店周边划设停车位，让公共空间在
布局上体现用心、在细节处体现温
度。此次共划设非机动车停车位
28处、700余米。

下一步，洪蓝中队将不断加大
规范管理力度，加强与街道、交警部
门联合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并做好宣传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停
车，切实做到“还路于民、便利于民”，
确保街巷道路交通秩序良好，致力营
造溧水区优美和谐的市容环境。

施划停车位
惠民暖人心

Ⅱ级应急启动！
泰山干群“汛”速行动

450米秦淮新河段
筑起两米高防洪堤岸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启动
“防汛圩堤亮灯”行动

建邺警方组建
24小时皮划艇巡防小分队

市民被困屋檐边
民警冒雨救下除隐患

长江南京站
水位继续抬升

南京市主要江河代表站历史最高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