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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全市夏季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今年 1-5 月，我市累计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25起，同比下
降18%。

据介绍，今年我市应急管理
部门对全市涉及重点监管化工工
艺、重点监管危化企业和重大危
险源企业，全面开展检查督导；组
织专家对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对事故
风险较高的企业进行警示约谈；

并组织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
种设备、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
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各
单位要强化安全责任制落实，严
格监管执法，健全预防机制，夯实
基层基础，努力实现“双下降一杜
绝一控制”（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

“双下降”、杜绝重特大事故、控制
较大事故）工作目标，推动全市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当前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首先是强化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对全市
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真正过一遍

“筛子”，确保隐患深入查、彻底
改。其次是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检查，对建筑施工特别是露天
施工、轨道施工进一步加大监管
力度。三是强化应急管理各项工
作，强化地方和行业部门夏季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落实，确
保一旦发生灾害险情，能及时反
应、主动处置、救援得力。 （舒翼）

我市1-5月生产安全事故同比下降18%

本报讯 今天是高考第
一 天 ，当 你 看 到 这 段 文 字
时，常州 1.5 万余名学子多
半已在考场内奋笔疾书。

不论你家有高考君，还
是已经无需应对人生的这
一关，欢迎你将本次高考的
经历、心情或美好寄语发给

“常州第 1 升学”微信公众
号。

今年，常州共设 4 个考
区 15 个考点 541 个考场。昨
天，各考点已准备就绪，下
午 4∶30-5∶30，考生前往考
点试坐，记者也去实地感受
了下氛围。

省常中是物化、物地考
点，这里一共有 51 个考场，
含2个备用考场。虽是试坐，
但要求跟正式考试一样严
格，考生需出示准考证方可
进考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生

进出考点都比较从容淡定。
新桥高中的男生小赵说，高
二时也在省常中参加过“小
高考”，环境还是蛮熟悉的。
进入考场后，用考务通“刷
脸”2 秒钟通过，班主任叮嘱
的试听广播，找厕所、休息
区 等 细 节 ，他 都 一 一 体 验
了，“很顺利”。

考点外的家长，讨论得
更多的是给孩子做好后勤
服务。市二中一位考生妈妈
手上拎了一盒粽子——来
自小区物业的心意，希望孩
子“高中”。这位妈妈说，高
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
家人陪孩子共同走过，三天
的“高考餐”菜单早已开好。

这两天，有心的高三老
师也给考生精心准备了礼
物，一块糕，一个粽子，老师
们送出了满满祝福。

（毛翠娥）

1.5万余名考生，祝你们好运！

高考“大片”今日上映

本报讯 昨天是第24个“全国
爱眼日”，主题为“共同呵护好孩
子的眼健康，让他们拥有一个光
明的未来”。由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市卫健委、常州日报社、常州
市小记者协会主办，常州日报社

教育工作室、常州市龙城小学承
办，常州激光医院协办的“2019年
常州市少年儿童爱眼护眼行动”
启动仪式，昨在龙城小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龙城小学四（2）
班的李舜宇作为少先队员代表，

向全市青少年儿童发出爱眼护眼
倡议：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不沉
迷于电子产品，坚持做眼保健操，
多参加户外的文体活动，增强体
质。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爱护
眼睛，预防近视。

仪式后，常州的眼科专家为
现场的学生们作了“保护视力，近
视防控”的讲座。讲座结束后，眼
科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为学生们
提供了免费全面的视力检查。

据悉，下阶段，“2019 年常州
市少年儿童爱眼护眼行动”将本
着“宣传教育、主动预防，养成习
惯、终身受益”的原则，通过科普
宣传、爱眼护眼行动形象大使志
愿者选拔大赛、爱眼护眼活动进
校园、爱眼护眼知识竞赛活动等
形式，帮助少年儿童养成科学用
眼、正确护眼的良好习惯。

（杨曌 文 胡平 摄）

“常州市少年儿童爱眼护眼行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我市交通部门获悉，正在
建设的省重点工程常宜高
速日前已经进入桥梁上部
结构施工阶段。据介绍，
常宜高速的建设已完成总
工作量的 61%，预计 2020
年可实现全线通车。

常宜高速起自常州西
绕 城 高 速 武 进 高 新 区 枢
纽，经武进开发区预留走
廊，与湖滨路（S262）设置
南夏墅互通，向南跨域太
滆运河、锡溧漕河，在和桥
镇与杨宜公路（X203）交叉
设置和桥互通，继续向南
跨越 X203、新长铁路，终
于锡宜高速交叉设置万石
枢纽。路线全长约 17.7 公
里，其中常州段近 13.8 公
里。武进高新区枢纽至前
黄枢纽采用双向八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前黄枢纽至
终点万石枢纽采用双向六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束国强 马静）

常宜高速
预计明年通车

昨天一早开始，我
市出现了大风和降雨，
降雨分布不均，且以阵
性为主，一会儿下雨，一
会儿又出太阳，阴晴不
定，难以捉摸。今日开
始，以多云天气为主，气
温也稳定在 22-30℃之
间，好天气助力高考。

昨天开始进入芒种
节气，一般意味着将进
入梅雨盛期，雨水也将
比小满时增多，所以也
有“小满满池塘，芒种满
大江”的说法。但是从
目前的短期预报来看，
近期雨水并不多，所以
今年的梅雨什么时候
来，我们还需要等等看。

尹梦真

（小编聊天）大风暴雨后，好天气助力高考

本报讯 6 月 3 日，世界钢铁
协会发布了《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2019》，该统计数据根据 2018 年
粗钢产量情况对全球钢铁企业进
行排名，并发布了全球前 50 大钢
铁企业名单。其中，江苏省共有
三家企业入榜，中天钢铁集团以
870 万吨粗钢产量位列第 47 位，
自 2012 年首次入围全球 50 大钢
企以来，已连续7年入围榜单。

历经 18 年发展，中天钢铁集
团从一家年产不足 10 万吨、产销
不足 6 亿元的小钢厂成长为全球
最大的优特钢棒线材基地，现已
形成建筑用钢、工业棒材、工业线
材、热轧带钢四大产品系列，产品
主要涵盖轴承钢、帘线钢、弹簧
钢、机械用钢、高压锅炉管、锚链
钢、焊丝钢、冷镦钢等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钢种 300 余种，远销

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2019年，企业按照“打造全球

一流的优特钢棒线材精品基地”
总体战略，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
策，大力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1～5 月累计完
成钢产量 449.2 万吨，同比增长
7.29%，营业收入 522.8 亿元，同比
增长4.74%，利税7.65亿元。

（朱元洁 谢韵）

中天钢铁连续7年名列全球前50大钢企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人民检
察院组织文笔法学社干警，前往
结对共建的彩虹城社区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向社区居
民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
料，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宗

旨、具体内容和检举揭发黑恶势
力犯罪的方法等。同时还通过典
型案例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耐心讲解，让广大
群众深刻认识到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的严重危害性。

（丁宁 吴鑫溢 尹梦真）

天宁检察干警走进社区宣传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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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暴雨后，
好天气助力高考

本报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钟楼区将文艺演出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营造扫黑除恶浓厚
氛围，充分展示群众对创建“平安
钟楼”、建设“幸福常州”的共同心
声和美好期盼。

日前，钟楼区扫黑除恶专场
演出活动在青枫公园举办，共有

500 多名周边居民和游客观看了
演出。观众们纷纷表示，通过看
演出，就能了解扫黑除恶的相关
知识，节目很精彩，活动也很有意
义。演出过程中，还穿插开展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互动问答环
节，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向观众
宣传扫黑除恶知识。

演出开始前，居民们还在扫

黑除恶宣传横幅上签名，表达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拥护支持。

下一步，钟楼区还将在全年
1000 多场“社区天天乐”演出中，
每一场都加入扫黑除恶内容的文
艺节目，穿插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互动知识问答。让群众以观看演
出的形式，更多了解扫黑除恶的
具体内容，增强法制观念。（徐丹）

钟楼区组织专场演出宣传扫黑除恶

市二中高三（2）班班主任蒋理给学生送糕点和粽子，祝
福孩子们“高中”。 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