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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近年来春节期
间消费价格投诉热点，日前，市
物价局围绕“衣、食、住、行”，发
出春节消费价格警示，提醒广大
消费者增强防范能力，谨防消费
陷阱。

眼下，离过年还剩下几天的
时间，市区的各大商场也推出了
花样繁多的春节促销活动。价
格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要留意商家促销行为是否真
实，是否虚假促销；消费者购物

前要货比三家，理性选择，对于
商家的价格承诺要留意是否履
行或完全履行。

针对春节期间餐饮消费价
格投诉特点，价格部门提醒消费
者，预订年夜饭或节日期间外出
就餐消费，在点餐和接受服务
前，要问清楚收费标准。就餐时
要注意查验菜单，看明码标价是
否规范。餐后注意核对收款项
目是否准确，结算价格是否与点
菜价格一致。同时，消费完毕后

应索要发票，以便合法权益受侵
害时维权有据。

春节假期入住酒店宾馆，消
费者要留意商家是否明码标价，
实际结算价格与现场价格是否
一致。对于网上预订酒店的消
费者，应选择有资质的专业网
站，最好能与商家联系核实相关
协议内容。

消费者在外出乘坐出租车
时，要留意是否按标准收取费
用，并保留好相关票据。自驾车

辆出行需要停车时，最好选择正
规停车场。

价格部门提醒消费者，要
妥善保管好接受服务的协议、
单据等相关证据，如果发现自
身价格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
向商家提出交涉。春节期间，
价格部门举报投诉电话正常开
通，遇到价格纠纷，消费者可及
时拨打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进
行咨询和投诉。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姚秀峰）

市物价局发布春节消费价格警示
保管好相关凭证，有问题可拨打12358

社区有位台胞“活雷锋”
本报讯“齐阿姨，快进来坐坐，

这几天又出去做义务服务了吧。”近
日，在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山社区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热情地将社区居民
齐阿姨迎进办公室。

这位受到大家欢迎的齐阿姨名叫
齐瑶，今年 60 岁，天生一副热心肠。
2008年春节前夕，她在京江晚报上看
到一则社会儿女大年初一给孤寡、空
巢老人拜年的活动，觉得很有意义，就
报名参加了。打那以后，每年的“社会
儿女公益服务社”大年初一拜大年、端
午节给老人送粽子等活动都能看到她
的身影。“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就觉
得很满足。”齐瑶开心地说。

虽然在镇江住了几十年，但齐瑶却
“身份特殊”，她是一名定居台胞。“我的
母亲是台湾人，我在镇江生活了几十
年，生活得很开心。”齐瑶说。 (周迎）

本报讯 日前，丹徒区乐
健义工服务中心的党员志愿
者和义工，组织荣炳园区集
镇、蒲圩社区部分老党员、老
退伍军人、困难空巢老人 40
余人，参加丹徒区 2018 年公
益创投项目：“健康行动——
智能助健康，共圆小康梦”启
动仪式，开展爱心助老助健康
服务活动。

活动中，乐健义工服务
中心的党员志愿者和义工购
置了 6台红外线汗蒸脚桶、6
张红外线电磁理疗仪和自动
血压仪等理疗设备开展爱心
助老服务。老党员退伍军人
凌儒孝说：“这理疗室办得
好，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
好事。”

（马二毛 凌兵兵 赵玉龙）

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老服务

通信服务行业投诉多
工商维权平台解民忧

本报讯“多亏了工商局‘智慧315
’消费维权平台的调解，闹心的宽带终
于办理了退费手续。”日前，困扰了句
容消费者李女士1年多的宽带纠纷问
题，终于在市工商局“智慧315”消费维
权平台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圆满解决。

据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电信服
务近年来一直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服
务行业。今年以来，该平台共接到消
费者电信服务类投诉39起，其中移动
电话服务类投诉37起，普通电话服务
2起。投诉主要集中在资费不透明、
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更改消费套餐、
服务质量不理想等方面。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提醒消费者，
选择电信套餐服务、增值业务等，不要
被眼花缭乱的噱头所迷惑；出现网络
中断、信号不稳、上网速度慢等问题
时，应及时咨询客服或投诉，并提供相
应证据，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损
害。同时，该负责人还提醒通信运营
商，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
当依照消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义务，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
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陈红生 张凤春）

和平路街道开展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本报讯 日前，和平路街道安监站
工作人员，对辖区 7家烟花爆竹专卖
店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排查安全隐患，
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王海昌）

本报讯 昨天上午，2 名
爱心企业家走进大市口街道
老北门社区、鼓楼岗社区，为
20 户困难家庭送上米、油等
慰问品。

走访中，1名爱心企业家
在走访老北门社区一户困难
家庭时发现，1名11岁的孩子

几年前失去了父亲，目前和爷
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境比较
困难，该企业家了解情况后，
主动提出从今年开始每月资
助孩子生活费300元，并直接
将一年的资助善款 3600元送
到孩子手中，鼓励孩子乐观地
面对生活。 （王露 孙王磊）

爱心人士慰问社区困难群体

公交116路
将恢复原线运行

本报讯 因丁卯桥路快速化改造工
程部分路段已完工，为方便丁卯片区的
市民乘车，市公交公司将于2月13日起
恢复公交116路丁卯片区原线运行。

116路恢复后线路走向为：运河
路公交枢纽站-运河路-解放路-正东
路-梦溪路-运河路-丁卯桥路-瑞阳
路-纬五路-谷阳路-纬八路-智慧大
道-学府路-公交江大枢纽站；恢复金
田花园、丁卯桥（丁卯医院）、瑞阳路、
纬五路西站、永隆城市广场、纬七路谷
阳路共6对站点；撤销焦山路南站、恒
美嘉园、恒顺翠谷、汝山路共4对临时
站点；

线路恢复后，首末班时间及大致
行车间隔保持不变。

（徐佳逸 韩超 曾海蓉）

新金江社区开展党员冬训
本报讯 昨天上午，和平路街道

新金江社区联合党委开展 2018年党
员干部冬训大会，100多名党员干部
齐聚一堂，围绕今年冬训主题，多形
式、多样化开展党员冬训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该社区 3个支部
的党员干部们重温入党誓词，并自编
自导、自排自演文艺节目，让冬训活
动丰富多彩。冬训活动还邀请了江
苏科技大教授郭昭昭，帮助党员们补
充“精神食粮”。 （徐晨晨）

昨天，镇江木兰会的姐妹们来到正东路街道江科大
社区，为社区退休老教师送上亲手编织的围巾和新年的
祝福。 王呈 张琴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新区召开
2018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会上通报了 2017年安全生产情
况，并部署 2018年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企业代表和安全管理人
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安全生产是新区发展的底
线和基石，不能有丝毫放松。
2017 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向好，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显
著。市委常委、新区党工委书记
秦海涛就新区安全生产工作做
出批示：新的一年，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坚守

“红线”，推动安全发展；以最严
格的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形

成强大合力；以更加严格规范的
要求狠抓隐患整改，推进依法治
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实现创新提升，扎实
做好新时代的安全生产工作，使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新
区的发展更有保障。

2017 年，新区安全生产工
作成效显著，新区管委会在市
政府的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新区安
监局获得全省安全监管监察系
统 年 度 先 进 集 体 。 据 统 计 ，
2017年全区实现了生产安全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亿元GDP死
亡率“三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14%、5%、20%，全区未发生较
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为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和保障。

去年，安全生产工作呈现重
视程度高、问题排查勤、隐患整
改实、监管执法严、责任落实好、
总体形势稳的特点。成绩值得
肯定，但问题不容忽视，安全生
产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就 2018
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新区管委
会主任薛峰要求：一是安全生产

“之弦”必须时刻绷紧。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强化红线意识，坚
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做
到常抓不懈，确保实现杜绝重大
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
事故的工作目标。二是安全生
产“之基”必须筑牢夯实。要抓
基层强基础，提高本质安全的程

度；抓重点强弱项，提高排查整
治的精度；抓机制强手段，提高
安全监管的力度；抓宣传强教
育，提高安全生产的维度。三是
安全生产“之责”必须层层落
实。责任落实要再严肃，督查机
制要再严格，纪律要求要再严
明。百姓过年，政府过关，在春
节期间，各部门板块、企业要认
真落实值班值守、重大事项报告
等制度，相关部门做好紧急预案
工作，确保春节期间百姓生命财
产安全。

会上对 2017年度安全生产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
彰 ，各 板 块 主 要 负 责 人 递 交
2018年安全生产责任状。

（张燕 蒋丽娟）

坚守安全“红线”提升群众安全感

新区召开2018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平昌开展
新春送福活动

本报讯 日前，平昌新瑞社
区与社区书画协会联合平昌中
心社区、镇江新区农行，在平昌
万欣广场开展“迎新春福满平
昌”送福活动（见左图 翟天云
摄），为市民书写福字、春联
1200余件。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
14 名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
79岁，最小的仅 8岁，活动开始
后，广场上人头攒动翰墨飘香，
前来领取春联的居民络绎不
绝。幸福彩虹桥志愿队、康乃馨
工作室成员负责将写好的“福”
和祝福语，送给现场居民。手捧
一个个火红喜庆的福字，居民们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广场上洋溢
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翟天云）

姚桥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加强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严防事故发生，近日，姚
桥镇安监站对全镇 22家烟花爆竹零
售点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对烟花爆竹零售点是否
具有经营资质进行了重点排查。同
时，详细排查各销售点进货渠道是否
合法，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完好等，严禁
经营者超量存放、异地存储。此外，此
次专项行动还通过悬挂安全横幅、发
放告知书等方式，积极开展烟花爆竹
销售、燃放宣传。

截至目前，全镇已组织专项抽查
2次，检查经营单位 6家，排查隐患 21
项，现场整改9项。 （王雅 高涛）

新区部署“扫黄打非”工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省、

市“扫黄打非”会议精神，进一步净化
网络空间和出版物环境，近日，新区宣
传部召开“扫黄打非”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严厉打击通过网络、
出版物等媒介攻击党和国家政策、方
针的言行；严厉打击民族宗教有害出
版物；开展“护苗”专项行动；开展“秋
风”专项行动；完善基层基础工作，做
好文化市场监管，开展文化市场示范
点创建工作；做好清源行动，落实意
识形态责任制，保障“扫黄打非”工作
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扫黄打非”工作是一
个地方、一个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窗口，事关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有
序发展和新的整体形象。各级各部门
要把握形势、提高认识，切实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要找准问题、明确方向；要
落实举措、净化市场，在网络监管、案
件办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切实做好
2018年“扫黄打非”各项工作。

（钱钢）

“圌山微言”
理论头条号上线

本报讯 日前，由新区宣传部主办
的全市首个理论头条号“圌山微言”正
式上线。

“圌山微言”设有“金山理论讲习
所”“学习路上”“宜地人文”等栏目，以
提供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为主要特
点，旨在通过创新理论宣传内容和传
播方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展示新区各行各业道德
风貌，让理论学习更加轻松易懂、贴近
群众。 （王丽青）

新区开展废酸
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全面落实省市
“263”专项行动部署，新区安环局与市
公安局新区分局联合下发了镇江新区
废酸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召集全区涉
酸企业做专项动员部署。

此次专项行动，新区根据省厅《关于
印发江苏省废酸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文件要求，由新区安环局固管科牵
头，分批次对三镇两办、新材料产业园、
新能源产业园内近100家企业的废酸专
项行动资料、表格的报送开展指导和培
训，并对废酸调查涉及的领域、范围以及
如何区分危险废物和副产品做交流。

截至目前，全区已超60家企业完
成废酸调查的资料报送工作。下一
步，新区环保部门将对资料报送不完
善、台账记录不全的企业开展现场核
查，如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环保部门将
联合新区公安分局开展深入调查，严
厉打击。 （蔡浩 顾宗侠）

爱心围巾送退休老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