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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我市最
高 气 温 23.8℃ ，最 低 气 温
8.6℃。气温就像是坐上了过山
车，早晚和中午仿佛是两个季
节。近期早晚温差都较大，要注
意添衣保暖。

双休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最高气温回升至 24℃左右，
可以趁着好天气出门欣赏层林
尽染的美景了。赶紧趁着双休
日，享受温暖吧，因为下周又有
冷空气要来了。

据我市气象部门预报，目前
北方有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移
南下，预计 17 日下午到夜里自
北向南影响我市。受其影响，17
日至 19日我市大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可下降 8℃到 10℃，19日早
晨最低气温可达 4℃以下，并可

能伴有陆上 5到 7级、江河湖海
面6到8级的偏北大风。大家要
注意防范。

具体天气预报：11 月 16 日
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
最低气温 11℃左右，最高气温
23℃到 24℃；17 日多云转阴有
小雨，最低气温 13℃到 14℃，最
高气温 23℃到 24℃；18 日阴转
多云到晴，最低气温 7℃左右，
最高气温10℃到11℃。（单杉）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在
丹徒区上党镇看到，有的茶园
内，茶树因天气干旱露出了枯
枝，树叶边缘烤得焦了，种植户
甚至到更远的河湖附近人工取
水抗击这一轮秋季旱情。

记者从市防办获悉，10月份
镇江面平均降雨量 2.7 毫米、较
多年平均偏少 9成，为历史上同
期月份最小雨量的排序列第二
位。11月11日上午8时，全市各
人工墒情站土壤相对湿度分别
为：丹阳63.6%、句容51.9%、丹徒
63.2%，句容站接近中度干旱，丹
阳、丹徒接近轻度干旱标准。

目前，我市旱情主要集中在
句容东南部丘陵高岗等地势较
高区域，缺水农作为主要为茶
树、油菜等。在句容，农作物累
计不同程度受旱面积接近 5 万
亩，东庄、跃进、溧西、四清等在
册小水库接近干涸，塘坝干涸或
即将干涸 2000 余座。在丹徒
区，青山、张寺、马迹、文龙、塔
山、上会、丰城、靠背山、三龙坝9
座水库接近死库容，有 15 座水
库蓄水量和重点塘坝总体蓄水
总量不足常年平均三成。

据了解，我市各级防办正在
密切监视天气形势、土壤墒情，

及时掌握旱情发展态势，并继续
利用沿江口门抢潮引水。市防
办 9 月下旬以来调度谏壁抽水
站机组提水 8000 多万方，抬升
运河河道水位，保障沿线电灌站
提水需求。

与此同时要求，各地切实加
强当前用水管理工作，合理调度
水资源，抗旱保证农业生产。句
容已经投入近 4 万人次的抗旱
人员，100多座抗旱泵站开机提
水，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300多万
元对沟渠、塘坝等清淤、整修输
水渠道，从而保证面上农灌用水
需要。 （干光磊）

11月17日
停电时间 09:00-14:00
停电线路 10kV 竺华线 1T4552
开关以下；10kV 竺华线 1T4555
开关以下，10kV杨溪线22152开
关以下，至211221开关
停电范围 1T45线：镇江浩大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江苏镇安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富又康有限公
司、镇江氧气有限责任公司、镇
江市丹徒区谷阳恒通机械钢模
租赁站、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镇江索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镇江市丹徒区城市管

理局、丹徒区新城丹桂园饭店、
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镇江升隆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镇江市宜城中学、镇江长
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镇江三爱
尔医用制品有限公司、镇江市美
林制刷有限公司、镇江皓明光源
电器有限公司、镇江福达刃具有
限公司、镇江皮革制鞋厂有限责
任公司、镇江奔驰马具有限公
司、江苏好卫士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

221 线：镇江盛润物流有限
公司、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
公司、镇江龙源铝业有限公司、
丁卯缪家甸 07 号、丁卯缪家甸
高庄南

京江晚报讯 15 日，由镇
江、南京、扬州、泰州四地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共同主办，镇江市文
化馆承办的全民艺术普及“六
进”活动——“宁镇扬泰”四地书
画精品邀请展镇江巡展在市文
化馆文心展厅开展。

本次展览为期 8天，共展出
四地书法和绘画精品 80 余幅，
其中我市参展作品 20幅。作品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来，宁镇扬泰四地各行各业的
建设成就，以及艺术创新成就，
展现地域文化。受邀参展的近
80 位作者，都是当地的艺术名
家，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又不乏突破创新。

此次展览将在南京、镇江、
扬州、泰州四地巡展，在镇展出
时间：11月15日-11月22日（上
午 9：30- 11:30，下 午 2:30- 5:
00）。 （朱秋霞 谈玥）

京江晚报讯 依据《市委办
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实
行公司化改造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镇办发〔2019〕27 号）文
件精神，我市相关工作正在积
极推进中。为充分发挥职工民
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在
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市水利局所属镇江市工程勘测
设计研究院 12日召开公司化改
造职工大会。会议就设计院公
司化改造有关背景情况作了说

明，同时详细解读了《镇江市工
程勘测设计研究院公司化改造
的实施方案》，全体员工认真听
取并审议了本次公司化改造实
施方案。

设计院相关负责人强调，公
司化改造既是中央的部署，也是
深化改革大势所趋。此次公司
化改造，事业在编人员保留原在
编人员事业身份，在职期间执行
企业薪酬制度，退休后按照事业
编制人员标准依然享受事业编
制退休人员待遇。希望设计院

全体干部员工抓住这次机会、转
变观念、调整思路、适应形势，同
心协力完成公司化改造任务。

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
公司化改造的实施方案》进行表
决，设计院职工 101 人参会，同
意 85 票，不同意 13 票，弃权 3
票。同意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
的一半以上，符合法定程序，《镇
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公司
化改造的实施方案》获得通过。

（吴俊）

京江晚报讯 日前，农
行京口支行成功向某小微
公司发放抵押 e 贷 500 万
元，有效满足了其采购服装
资金需求。

这家小微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主要经营服装批
发、零售，拥有门店 36 家、
员工 320人，是镇江本土服
饰品牌之一。为抢抓“双
11”销售机遇，公司拟采购
一批服装，但自筹资金不
足。农行京口支行客户经
理调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精准推介并顺利发放抵押 e
贷 500万元，及时缓解了公
司流动资金压力。抵押e贷
具有线上申请、审批、可循

环使用等特点，流程和步骤
更加简化、便捷。

为进一步提高发展普
惠金融质效，增强中小微企
业融资获得感，今年以来，
农行京口支行加大抵押e贷
等线上信贷新型产品推广
力度，同时，加快线下产品
向线上迁移，并全面实施

“资产业务下沉”，通过集中
学习、专题培训、跟班轮岗、
从业资格考试等措施，大力
培养对公客户经理，不断充
实壮大全行服务实体经济
和中小微企业力量。截至
目前，该行全辖 9个营业网
点都具备了贷前独立调查
能力。 （戴舜水 汪泺飞）

高专党员结对小学
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京江晚报讯 昨天，镇江高专
基础部党支部与丹徒区宜城街道西
麓中心小学党支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对活动，
双方签订《党建工作共建协议书》。

双方将通过共建活动平台，分
享工作资源，交流工作经验，互帮
互助，解决实际问题等途径，努力
做好“就业培训、贫困学生就读、物
资或经济上的帮助，对困难学生进
行一对一精准帮扶”5 个方面的具
体工作。

当天，镇江高专基础部党支部
志愿者和孩子们开展了联谊、志愿
资助活动，西小 20名贫困学生领到
了志愿者捐赠的学习用品。

（鲍明成 潘玥 吴辉）

农行京口支行抵押e贷
助力服饰品牌

我市各级防办积极抗击秋旱
茶树、油菜等为主要受灾农作物

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召开公司化改造职工大会

昨天，京口区教育
局在八小新校区举办京
口 区 第 十 四 届 幼 儿 园

“三人行变废为宝”巧手
制作大赛，让师生和家
长 利 用 身 边 的 废 旧 材
料，制作出适合幼儿学
习、游戏的活动环境，培
养幼儿的动手和协作能
力。 王呈 徐莉 朱刘艳

摄影报道

双休日将是温暖的好天气

“宁镇扬泰”四地书画精品邀请展
镇江巡展开幕

停电检修信息

七乐彩（第19131期）
中奖号码：8 11 14 17 22 24 27+15
福彩“3D游戏”（第19305期）
中奖号码：4 3 9
福彩“15选5”（第19305期）
中奖号码：4 5 8 10 12

福彩中奖号码 体彩中奖号码

七位数（第19175期）
中奖号码：3 0 7 1 5 1 4
体彩“排列3”（第19305期）
中奖号码：4 8 2
体彩“排列5”（第19305期）
中奖号码：4 8 2 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