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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市文广
旅局在出台八条具体扶持文旅
企业共渡难关的措施后，又在全
省率先推出自恢复运营之日起
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实行免费开
放优惠政策的措施。

昨天上午，市文广旅局发出
“全市A级景区对全国医护人员
免费开放”的倡议书，倡议自恢
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市 35 家 A 级景区对全
国医护工作者实行免费入园政

策。倡议书发出后，迅速得到全
市 35 家 A 级景区的积极响应，
35家A级景区全部承诺加入免
费开放的A级景区名单。

目前，镇江各景区严格落实
暂时关停政策，在省级一级疫情
响应解除后，将按照规定流程恢
复景区运营。届时全国医护工
作者凭有效证件（医师证或护士
证）可享受我市A级景区免费入
园的优惠政策。对于周末或节
假日等旅游高峰期，全国医护工

作者以团队方式来镇江旅游的，
须采用与景区预约的方式享受
免费游优惠政策。

据了解，除了致敬医务工作
者，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宝
塔山“五山”景区还推出了针对
全国抗“疫”者及普通游客的普
惠性政策。疫情结束后正式开
园起 30 天内，普通游客可在活
动时间内前往“五山”景区，以当
时景区门票挂牌价的5折购买1
张该景区门票；全国的 10 人以

上旅行社团队，可按原购票方
式，4折购买“五山”景区门票。

此外，“五山”景区还将在开
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广大游
客提供“健康旅游装备”，包括口
罩、消毒水、免洗洗手液、一次性
手套、常用药品、医护用品等，让
广大游客可以在“五山”景区享
受安心、放心、健康、生态的游览
环境。

（马彦如 朱秋霞）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上午9
时，78岁的党员志愿者刘相聪
准时在江一社区小广场办理
点位上岗，他戴着口罩和红袖
标，为居民群众的身份证贴
花，办理机动车通行证。自 2
月9日0时社区实行封闭管理
以来，他已经办理 680张身份
证贴花和197张车辆通行证。

江一社区是市区最大的
开放式老旧小区，常住居民人
口近 2万人，60岁以上老年居
民占到 50%以上。这些特点
给封管办证工作带来了压
力。为了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为居民群众提供便民
服务，发挥自治管理作用，社
区居委会通过“幸福江滨”微

信群等发布志愿者召集信息，
刘相聪第一个报名。

“我们社区是个大社区，
老年人比较多，大家看到通知
肯定都会扎堆去办，这个肯定
不好，所以社区共安排了大小
办理点 8 个，后来人少了，减
到了 6个，这样就减少了人员
扎堆办证。”刘相聪说。

他表示，“我是一名老党
员，退休后在家里每月有四五
千元的退休工资，这个时候不
站出来，什么时候站出来？”于
是，他说服家人毅然加入了疫
情防控志愿者队伍。

事实上，他自社区防疫一
开始，就在辖区内积极开展宣
传动员工作。日前上午，记者

在江一社区看到，刘相聪等十
名志愿者戴着口罩在社区发
放宣传单，他们用小喇叭“广
而告之”防疫事项，向社区居
民宣传不出门、不聚集等。

“刘老是江一社区党委委
员、楼栋第二支部的书记，在
向居民发放防疫《一封信》、

《告知书》以及上门摸排进行
居民健康登记等工作中都能
够见到他的身影，这次封闭管
理中，他又积极加入出入证办
理、卡口执勤工作，他做出的
榜样，不仅影响和带动了其他
退休党员，也让我们社区同志
很感动。”江一社区党委书记
张凤霞说。

（干光磊）

丹徒拓宽
菜农销售渠道
让滞销菜变成新鲜菜

京江晚报讯 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不少农民在蔬
菜销售上犯了难。丹徒区农
业农村局主动作为，拓宽菜农
销售渠道，让菜农们的“滞销
菜”变成了新鲜菜。

昨天上午，记者在西麓村
的中康蔬菜专业合作社看到，
菜农们正在按照客户订单的
需求，将莴苣、芹菜等进行分
类打包。合作社负责人朱广
青告诉记者，往年这时候蔬菜
都不愁销，还常常供不应求，
今年受疫情影响，蔬菜大量滞
销。

“之前田里积压了大量的
农产品，没法销售，所以我们
心里特别着急。”中康蔬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广青说。

得知这一情况后，丹徒区
农业农村局主动对接，积极协
调，在做好农产品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的同时，在区委区政府
的统一部署下，安排区级机关
单位食堂优先采购丹徒区农
业种植户的滞销农产品。同
时丹徒区农业农村局还帮助
供需双方建立了农产品线上
产销对接群，鼓励超市、农产
品批发市场积极采购，帮助菜
农解决当前困难。

种植户戴丛娟告诉记者，
自己和父母在西麓村承包了
十七八亩地种植蔬菜，受疫情
影响，眼看已经可以销售的蔬
菜就要烂在地里，无奈之下，
她 联 系 到 丹 徒 区 农 业 农 村
局。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戴
丛娟加入了“菜篮子产销对接
群”。“我们种植户在群里发布
信息，需求方如果有需要就跟
我们联系。”在对接群的“牵线
搭桥”之下，戴丛娟和父母种
植的约 1000 斤大白菜已经销
售完毕，青菜也已销售了 800
多斤。

“感谢政府，为我们搭建
了一个销售平台，拓宽了销售
渠道，现在每天的销售量有
5000 多斤，销量每天都在递
增。”朱广青说。

（朱秋霞 江安琦）

京江晚报讯 记者从四牌
楼街道获悉，该街道又一开放
式小区——道署街社区，自 2
月 13 日 0 时起实行封闭式管
理。

道署街社区现有常住人
口 1143 户，居民 3459 人。为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
障居民的生命安全，自 2月 13
日 0时起，道署街将对所属辖

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辖区封闭后仅开放2个进

出口：钓鱼巷路口、太平寺巷
路口，其他路口待疫情结束后
逐步开放。其间，所有居民要
戴口罩，并在进出口处接受体
温检测，凭“两证”（身份证贴
花和机动车通行证）出入。辖
区之外人员和外来车辆一律
不得进入，快递、外卖等人员

要把配送的物品放置在指定
门岗处。其他特殊情况由工
作人员做好登记备案。

自 2月 11日下午起，社区
在钓鱼巷路口、太平寺巷路
口、胜利路路口、解放路小学
门口分别设置4个点办理通行
证。目前已发放贴花出入证
1567 张 ，机动车通行证 146
张。 （程玉燕 万嘉 干光磊）

全国医护人员，镇江景区欢迎您！
我市率全省之先推出A级景区免费向医护人员开放 7条公交线路

分早晚高峰时段营运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
公交部门了解到，根据目前我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为继续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公交部门自 2月 13
日起，再次对公交线路运营进行
调整。

据了解，本次调整的线路
中，公交 19路、83路暂时保持不
变，两条线路的服务时间为每天
06:30～18:00，发车间隔为高峰时
段30分钟，平峰根据客流状况分
时发车。

3 路、4 路、10 路、23 路、82
路、104 路、220 路 7 条线路改为
早、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分为
两个时间段，为每天 06:30～09:
00，16:30～18:00，发车间隔时间
为30分钟。

公交部门表示，为了减少因
聚集造成的交叉感染，满足部分
政府批准的复工企业通勤需求，
有员工集中出行需求的，可下载

“龙易行APP”，并通过企业定制
板块进行网上预约，或向镇江市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通过电话预
约上下班通勤定制公交服务，定
制公交 24 小时预约电话：0511-
88080115。 （张欣 沈湘伟）

升温是假象，
降温和雨雪即将登场

京江晚报讯 最近的天气就
像小孩的脸，多变。周一阳光灿
烂，周二就小雨淅淅沥沥，昨天
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太阳出来
后，气温也噌噌地上升，昨天最
高气温升到了 16.7℃，春天的气
息扑面而来。

未来三天，气温还将继续回
升，最高气温可达 15℃以上。在
你以为天气将这样一直温暖下
去的时候，冷空气已悄悄憋大招
了。据气象部门预报，受暖湿气
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6 日左
右，最高气温跌回个位数，最低
气温跌至冰点甚至以下。这样
跌宕起伏的气温，特别容易导致
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入侵。

具体天气预报：2 月 13 日多
云转阴有阵雨，早晨有雾，最低
气温5℃到6℃，最高气温18℃左
右；14 日多云到阴有小雨，最低
气温11℃到12℃，最高气温18℃
到 19℃；15 日阴有小雨，最低气
温 4℃到 5℃，最高气温 14℃到
15℃。 （单杉）

道署街社区今起封闭式管理

4天办理680张身份证贴花、197张机动车通行证

老党员刘相聪为社区封管志愿服务

12日，高新区
蒋乔街道严格落
实市级惠民政策，
上门为辖区困难
群众免费发放口
罩。据悉，该街道
现有困难家庭615
户，每户家庭将获
赠5只口罩。

匡梦萦 文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