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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供电公司01月06日停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范围

09:00-13:00 10KV技师线1C4221
开关以下 镇江市监察委员会、镇江市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B区)、镇江市
残疾人联合会(A区)、镇江市丹徒区谷
阳长旺综合经营部、振兴碳素厂、长山
西湾北、长山06号、长山02号

09:30-13:30 10kV东湾线 1C1404

开关以下，至1C1405开关；10kV技师线
1C4203开关以下，至1C4204开关；10kV
九诸园线 1C3115开关以下 1C14线：
长山九诸园 1号欧变 001001、长山九诸
园 3 号欧变 003、长山九诸园 2 号欧变
002002、红光砖瓦厂、苏南地探三队、镇
江市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国香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镇江丰源置业有限公司、谷阳上甸 07

号、谷阳上甸06号、长山上寺塘干北、长
山下寺塘千、长山黄家、张寺二组、谷阳
张寺水库南、谷阳长山远台、上甸04号、
上甸 01号、谷阳长山张家山头、龙王庙
西、上甸08号

1C42线：无
1C15线：长山九诸园 6号欧变、长

山九诸园 5号欧变、长山九诸园 4号欧
变

09:00-13:00 10kV兰亭线 1H1021
开关（备用）；10kV 清怡 1C43A16 开关
（备用） 无

09:00-14:00 10kV 红旗线 26203
开关以下 红旗村委会配变、燕子窝
二、燕子窝小村、燕子窝、西古山二、西
古山

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 记者4
日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江苏
2019年底实现了“湾（滩）长制”全
覆盖，并强化了湾（滩）长制建设的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江苏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
心地带，管辖海域为黄海南部及东
海北端，面积约3.75万平方公里，海
岸线长 954公里，沿海滩涂面积约

5100平方公里，占全国滩涂总面积
的 1/4。南黄海辐射沙脊群属世界
海岸地貌奇观，是世界上面积最大、
变动较大的浅滩沙脊群。江苏海洋
资源综合指数列全国第四，丰富的
海洋资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优势、最大潜力和最大空间。但近
年来，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沿海经济
的快速发展，给江苏海湾（滩）生态

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2017年，为加强海州湾生态保

护、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连云港市
委市政府率先启动“湾长制”试点工
作，成为全国首批 5个“湾长制”试
点地区之一。截至目前，南通、盐城
湾（滩）长制实施方案均已实施，建
立了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湾
（滩）长，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多部门

联合共治，纵向到村（居）的湾（滩）
长制架构体系，实现江苏沿海湾
（滩）长制建设的全覆盖。

据了解，江苏省下一步将加强湾
（滩）长制运行管理工作，量化湾（滩）
长制目标管理、质量状况、治理措施，
实现“一湾一滩一档”的流程化闭环
管理，把湾（滩）长制打造成提升海洋
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平台。

江苏省实现湾（滩）长制建设全覆盖

1月4日，观众在“雪落长
安——唐代的白瓷”展览上参
观拍摄。

近日，“雪落长安——唐
代的白瓷”展览在陕西西安唐
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开
幕。展览展出包括茶具、酒水
器、文房用具在内的42件精
美白瓷。 新华社发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
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赵 正 永 严 重 违 反 党 的 政 治 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
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犯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
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
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
腐败典型，其行为严重污染破坏了
陕西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性质
特别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
赵正永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
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陕西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随案移送。

南京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新100条

据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 1月 3
日，南京市政府对外发布《南京市优化
营商环境政策新100条》，重点在政务
效能、商务环境、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社会服务和保障机制上寻求创新突
破，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南京市代市长韩立明说，新 100
条更加突出“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
围绕企业注册、生产、经营、退出全过
程，推出“设立政策兑现窗口”“简化跨
区域迁移流程”等一批便利化改革措
施。在政策标准上，全面接轨国际贸
易投资规则，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做法，
更加突出办理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据介绍，在财产登记、办理建筑许
可、知识产权保护、包容普惠创新等4
个方面，形成了通过“招拍挂”取得的
出让用地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办结、
在全市范围实现基于手机移动终端的
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有线电视业务的
线上联动办理服务、落实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政策等创新举措，受到企业的
普遍欢迎。

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 记者 4
日从南京市儿童医院获悉，该院与
南京鼓楼医院联合为5岁的儿童及
一位成年患者成功实施了劈离式肝
移植，同时挽救了两个生命，这在江
苏尚属首例。

5岁的患儿因晚期肝硬化就诊
南京市儿童医院，肝功能进行性恶
化，多次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等。成
年患者因乙型肝炎肝硬化在南京鼓
楼医院就医，肝功能衰竭，出现高胆

红素血症、凝血功能异常等。二人
均需尽快实施肝移植手术，以挽救
生命。经检查患儿父母均不适合作
为供肝者，两家医院的专家团队在
讨论后决定采用劈离式肝移植，让
患者“两全其美”。

在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孙倍成
和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莫绪明牵
头下，多学科专家进行术前严密检
查、诊断、讨论。供肝经劈离修整
后，分成两个含有完整血管和胆道

系统的移植供肝，分别植入成人受
体和儿童受体。两台肝移植手术同
时进行，手术耗时约9小时。

术后，成人患者在南京鼓楼医
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儿童患者则由
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团队接管
术后管理。目前两位患者恢复良
好。

孙倍成介绍，劈离式肝移植，也
称一肝多受，可以使一个供肝用于
救治两个甚至三个患者。“劈离式肝

移植在临床的成功实践，将在缓解
肝源紧张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挽救
更多肝病患者的生命。特别是儿童
肝源紧张的状况将得到极大缓解。”

“以往此类儿童重症患者，大多
转至北京或者上海接受治疗。两家
医院在成人疾病和儿童疾病的诊
断、治疗上协作互补，整合发挥最大
综合技术优势，应对此类复杂医学
临床难题。”莫绪明表示，未来跨院
联合攻关医学难题将成为常态。

江苏完成省内首例儿童—成人受体劈离式肝移植

广东珠海警方侦破
新型假发票案

据新华社广州1月4日电 记者从
广东珠海市公安局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局侦破一起全国首宗利用
新型的网络技术实施制造销售假发票
案件。该案涉及假发票数量达110万
余份，票面总金额逾350亿元，受票客户
共约24.8万家，遍及全国30个省份。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不仅虚构了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查验平台”，还研发
了“开票软件”，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
库，团伙人员涉及全国各地。制售的普
通假发票与真发票极其相似，不经专业
部门检测，很难辨别其真伪。 鉴于案
情重大复杂涉及面广，公安部经侦局决
定由珠海经侦发起公安部“会战六号”
战役。2019年5月21日，该案开展全国
统一收网行动。

经查，此案涉及假发票数量达110
万余份，票面总金额约350多亿元，受票
客户共约24.8万家，遍及全国30个省
份。鉴于该案为全国首宗特大利用新
型的网络技术实施制造销售假发票案
件，公安部已将其命名为珠海“11·21”
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列为全国打击
整治涉税违法犯罪十大典型案件。

江南水乡传统民俗迎新春
1月4日，泉庆村村民在活动现场做传统美食“鱼饼”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泉庆村举办“鱼汤饭 品丰年”传统民

俗文化活动，迎接新春佳节。本次活动包括舞龙、腰鼓、戏曲等节目表演，还
有柳编、做灯笼以及鱼圆、鱼饼、青团子、鱼汤饭等传统美食现场制作，吸引
了200余名游客参加。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天津1月4日电“小寒连
大吕，欢鹊垒新巢。”《中国天文年历》
显示，1月6日5时30分迎来“小寒”节
气，标志着季冬时节正式开始。

专家表示，此时节，正值一年
中最寒冷的“三九”时段，“滴水成
冰手难舒”，但年味也越来越浓，人
们开始进入“忙年”的节奏，着手春
节的各种准备。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
绍说，小寒是反映气候变化的节气，
每年阳历的1月5日或6日，太阳到
达黄经285度时开始。今年的小寒
在1月6日，正值“二九”第7天，而1
月9日进入“三九”，也恰在小寒节气
内。此时节，强冷空气及寒潮活动
频繁，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

“小寒大寒，冷成冰团。”天文和
保健专家提醒说，此时节，公众应做

好防寒保暖措施，尤其是年老体弱
者，在注重头部、腹部、背部和足部保
暖的同时，还应注重预防呼吸道疾病
发生发作。此外，还应多吃些御寒食
物，如红枣、萝卜、橘子、牛肉、鸡肉
等，可提高肌体的抗寒能力。

“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
小寒时节，天气虽然寒冷，但市场
上火红的春联，吉祥的福字，无不
在提醒着人们，旧岁已近暮，新岁
将登场。

“小寒大寒，准备过年。”赵之
珩表示，1月 2日逢腊八，“过了腊
八就是年”，而随着小寒的到来，年
的味道将愈来愈浓，身在异乡的人
开始收拾心情，整理一年的行囊，
准备回家过年，而家里的亲人则开
始忙着备置各种年货，期盼着远方
的亲人。

6日5时30分“小寒”

季冬开始三九至 旧岁近暮新岁来

重庆新增4处
国家湿地公园

据新华社重庆1月4日电 记者
从重庆市林业局获悉，近日重庆 4处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通过验收，正式成
为国家湿地公园。

新增的 4 处国家湿地公园分别
为：南川黎香湖国家湿地公园、秀山大
溪国家湿地公园、石柱藤子沟国家湿
地公园、铜梁安居国家湿地公园。

其中，南川黎香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南川区西北部，总面积 484.7 公
顷，湿地面积 239.3公顷，有半岛和岛
屿 30余个，岸线长达 60余公里，公园
保留了浓郁的自然风貌和民风民俗；
铜梁安居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为
475.28公顷，其中湿地面积占77.83%，
园内生物资源丰富；秀山大溪国家湿
地公园包括酉水河大溪乡河段、梅家
河及周边汇水山林，规划面积1277公
顷，是重庆东南部生态保护的重要区
域；石柱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670.84公顷，湿地类型主要分河流湿
地和人工湿地两类，是集湿地保护、科
普教育、休闲游憩、产业发展为一体的
山地复合型国家溪谷湿地公园。

唐代白瓷展亮相西安

内蒙古115名干部
因生态环境问题被追责问责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月 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日前通报了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
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
责情况，内蒙古 115名干部因生态环
境问题被追责问责。

2018年，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内蒙古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草原生
态环境问题进行了专项督察，并向内
蒙古自治区进行了情况反馈。之后，
自治区对移交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初步
核实和审查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依
据有关规定对115名干部进行了追责
问责，其中厅级干部 16人，处级干部
40人，科级及以下干部59人。

新疆口岸对欧亚经济联盟
贸易稳步增长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月 4日电
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2019年前
11个月，新疆口岸对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进出口达 1971.9亿元，同比增长
6.8%。其中，出口 1270 亿元，增长
8.1%；进口 701.9亿元，增长 4.4%，贸
易顺差为568.1亿元，扩大13.2%。

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发展关注点和着力
点，贸易环境持续向好，加之我国与成
员国经济互补性强、贸易合作潜力大，
充分助推新疆口岸与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贸易发展。

八步沙三代人治沙
事迹将拍成电影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日前透露，电影《八
步沙》将于今年内拍摄播映。影片将
再现“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艰辛
历程和八步沙从“沙逼人退”到“人进
沙退”的生态奇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
来甘肃省特别是武威、古浪治沙造林
的成就。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过
去这里的沙丘每年以 10米的速度向
南推移，严重侵害着周边 10 多个村
庄、2万多亩良田。1981年冬，当地六
位老汉以联户承包方式造林封沙，治
理沙害。后来，六老汉的子辈和孙辈
相继加入治沙队伍。2019年3月，“六
老汉”三代人治沙群体被授予“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