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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伏以来，火辣辣的太阳尽显威力，高温天气将整个城市烤得酷热难耐。
当人们在空调间享受清凉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受着烈日炎炎的“烤”验，虽然汗水浸透了衣衫，阳光晒黑了肌肤，但他们
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城市的正常运转挥洒汗水。
他们是志愿者、环卫工人、建设者、电力工人、交警、市容管理员、外卖小哥……他们“泡”在汗水里，换来城市的洁净、畅通、便
捷、安全、
有序……

快递小哥：在热浪中飞奔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通 讯 员 李 辉
7 月 19 日下午 2 点，
一辆由南通发往启东
邮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的物流车准时抵达。
车辆停稳后，工作人员立即打开车厢卸货，依
次将快件放上输送带。炎炎夏日，许多市民选
择网购减少外出，
从而带动了夏季快递业务增
加，从快递单的物品信息上看，遮阳伞、防晒
霜、凉席、花露水、空调等夏季用品较多。
入夏以来，邮政公司的快递业务量迅速
增长，目前启东邮政公司已加派了车辆、人
手，确保物品能够及时投递。快速移动的输送
带上，每个快件被准确送入指定编号的大筐
内，快递员张雷和他的同事们领回属于自己
片区的大筐后，将包裹快速分拣，熟练地扫
码、归拢、装车，上百件的货物仅用 10 分钟就
装货完毕。随后，张雷驾驶着他的“老伙计”，
满载着包裹出发了（见图）。

张雷负责的是城北片区，由于这个片区
有不少企业，人员流动大，连续数个小时在高
温中投递，张雷耐心地打电话给客户，在烈日
下等待，把货物完好无损地送到客户手中，如
果对方手头有事走不开，张雷会在电话中告
知其快递已经放在门卫室。
“每天早上 8 点开始卸货、分拣、配送，送
到 12 点 多 就 在 路 边 随 便 找 家 快 餐 店 吃 一
口，休息 10 来分钟后又开始投递，因为下
午 2 点又会来一车。”张雷介绍，这两天他
每天派送的快件有 300 多件，为确保每一
个快件尽早送到客户手中，最晚要忙到六七
点才下班。
“老伙计”陪了张雷已经蛮长一段时间，
由于车内设施简陋，空调早已无法开启，仅能
依靠小电扇驱散点暑热，车厢内温度十分高，
犹如蒸笼一般。张雷说，能在炎炎的夏天尽快
把快件送到客户手中，就算自己多晒一会太
阳也是值得的。

一男子惯偷成性
台风天入室盗窃
本报讯 日前，台风“烟花”强势来袭，全市人民
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抗击台风，可有人却趁着台风肆虐
之机要“捞一笔”，溜门入室实施盗窃。目前，该男子已
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月 25 日上午，城西派出所民警赶在台风来临
前，对辖区银州新村的太阳能进行加固时，居民张大
爷向他们反映，自己出门买菜，关了门但没有上锁，回
家后发现抽屉里的钱没有了。接警后，城西派出所民
警迅速开展侦破工作，深入走访调查周围居民。走访
中，有居民反映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在小区里鬼
鬼祟祟。经调查，小区内有三户人家被盗，民警发现三
起案件作案手法十分相似，民警查看并梳理案发地及
周边监控，确定三起盗窃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根据居
民提供的线索，以及周围小区里的监控，我们获取了
嫌疑人的图像，根据图像让当事人进行辨认以后，我
们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副所
长张红雷介绍。
27 日上午，城西派出所民警根据前期掌握的线
索，在惠萍镇临河村将正要去打牌的陈某抓获。陈某
到案后，对其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调查，47 岁
的陈某有过三次盗窃前科，据他交代，从本月 24 日开
始，他辗转市区多个老小区，以独居老人或残疾人为
目标，
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
实施盗窃。
（鲍欣欣 卫彦华 黄海宇<实习>）

环卫工人：在烈日下清扫
融媒体记者 鲍欣欣 周凡
下午 3 时许，街头热浪滚滚，路上车辆也少
了许多。环卫工人施裕花头顶烈日，手拿扫帚清
理市区人民中路工商巷附近路段的垃圾，就连
路边窨井盖缝隙中的废纸、烟头她也要用钳子
一一夹出（见图）。
施裕花负责保洁的人民中路北半幅将近
500 米的路段，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道路绿化带及公交站台，每天早晨 4 点
半就要到岗，先去扫马路，然后再把窨井盖缝
隙中的垃圾清理干净。8 点以后，还要把公交站
台的玻璃、果壳箱、灭烟柱等擦干净。
“我们每天
都要来回走上好几趟，看到垃圾就要清理干净。

现在天气热，人流量少一点，以前人流量多，垃
圾也多。
”
烈日下，施裕花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汗水
浸湿。虽然辛苦，但她只是随手擦了擦汗，喝完
一瓶水，又接着干活。为了城市的干净，施裕花
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10 多年。全市上下像施
裕花那样的环卫工人，还有许多。仅施裕花所在
的长江环卫所就有 90 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在环卫
一线。
为确保工人在高温下安全作业，长江环卫
所提前做了充分准备。
“我们配发了防暑降温用
品仁丹、藿香正气水，还有清凉油、毛巾之类的，
让他们在工作中能够有个间隙擦擦汗。”市环卫
处长江环卫所负责人龚华介绍。

修剪草坪
扮靓城市

7 月 28 日，在蝶湖一号小区旁，市政园
林处的园林绿化人员正在整修草坪。
通讯员 郁卫兵摄

称搅拌站噪音大
几次三番行敲诈
本报讯 举报不合规的生产活动是每个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但打着举报的幌子趁机敲诈敛财，则是
犯罪行为。近日，启东法院就一起敲诈勒索罪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被告人田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
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田某为我市某村村民，年少时外出闯荡，2019 年
回到老家生活后发现，距自家 100 米处多了一家搅拌
站。他觉得搅拌站生产噪音太大，影响到自己的日
常休息，于是找到搅拌站负责人，让搅拌站给他补
偿一点钱。对方认为，搅拌站在这里已经开了好多
年了，手续齐全，也从来没有人反映噪音问题，便
不予理睬。田某心有不甘，于是向环保部门举报该搅
拌站生产不规范。
环保部门派人来到搅拌站进行检查并处理，要求
搅拌站建设封闭式料仓，采取有效的消声减噪措施，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对搅
拌站进行了行政处罚。受到行政处罚后，该搅拌站随
即进行了整改，对噪声较大的设备采取了隔声、消
声等治理措施，减小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通过
了环评验收。
但是，田某仍不消停，先后多次来到该搅拌站，通
过滋扰、阻挠施工、向相关部门举报等方式向该搅拌
站索要钱款，并要求搅拌站为其提供宾馆住宿。搅拌
站在无奈之下先后分两次支付给田某共计 6 万元。田
某尝到甜头后继续向搅拌站索要钱款，在多次索要未
果后，田某以向全体村民公开搅拌站支付给自己钱款
的凭证相威胁，再次向搅拌站索要每月 2 万元的补偿
费。搅拌站忍无可忍，选择了报警。当天，田某被民警
抓获，
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启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
诈勒索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综合其犯罪情节及
认罪悔罪表现，为保护公私财产权益不受侵犯，惩罚
犯罪，
启东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 王俊博）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告（第 26 号）
当前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复杂，为严格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切实维
护广大市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进一
步加强疫情防控通告如下：
1. 停止非必要聚集活动，
原则上不开展线
下节庆和大型会议、
联欢、
体育比赛等活动。

2. 所有公共场所、机关企事业单位、居
民小区加强管控，全面开展入口处测体温、
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防控措施。机关企事
业单位、居民小区（村居）严格排查外来人
员、车辆，做好信息登记。
3. 景区内封闭式场所，文化馆、博物馆、

图书馆等室内文化场所，健身房、游泳馆、瑜
伽馆、舞蹈房等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影剧院、
网吧、KTV 歌厅、舞厅、游戏游艺厅等娱乐
场所，公共浴室、美容院、足浴店、保健按摩
店等经营性服务场所按接待能力的 50%实
行限流。
所有棋牌室、麻将室一律暂停开放。

4. 非必要不外出、不离通。严格落实勤
洗手、戴口罩、常测温等个人防护措施，如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及时到附近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主动报告有无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就诊期间做好个人防护，避
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以上防控措施，依据疫情风险评估结果
动态调整。本通告自发布之时起实施。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1 年 7 月 31 日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告（第 27 号）
为进一步强化群防群控，提升群众疫
情防控意识，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项措施，现就相关事项再次通告：
1.凡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确诊病例
（含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叉点人员必须
集中医学观察；凡有中高风险地区设区市
的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持有 72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人员，体温正常，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以自由有序流动；低
风险地区苏康码绿码，体温正常，做好个人
防护，
可有序流动。
2.居家隔离人员隔离期间，需单人单间
居住，不得随意外出，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体温测量等相关措施。
3.所有公共场所、机关企事业单位、居
民小区加强管控，全面开展入口处测体温、

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防控措施。严格排
查外来人员、车辆，做好信息登记。
4.所有在启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对拒不配合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存在瞒报谎报行程轨迹、居家隔离人员
擅自外出等情形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以构成
“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违法

行为，给予警告、罚款处罚，情节严重的，给
予拘留处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
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
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规定，以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追究刑事责任。
5.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对发现

周边或小区（村）内有不明身份人员、中高
风险地区返启人员、境外返启人员等立即
举报，
举报电话：12345。
以上防控措施，依据疫情风险评估结
果动态调整。本通告自发布之时起实施。
启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1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