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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戊戌狗年天气预报新鲜
“出炉”

除夕有雨，大年初一转阴到多云
晚 报 讯 昨天通城12.2℃的最
高温，让大家提前感受到春的气息，
预计今天情人节当天我市气温还将
再创新高，有望飙至17℃上下。 过完
情人节，接下来，就将迎来咱们中华
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
市气象部门最新消息称， 广大市民
最为关心的农历戊戌狗年春节天气
预报已新鲜出炉。
据最新发布的春节天气公报显
示，春节期间，我市或将有两轮降水
过程，分别出现在15日、17日夜间至

19日白天， 其余时段均以多云天气
为主。14日夜间至15日、19日至20日
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并伴有陆上4~
6级、沿江5~7级、沿海6~8级的东北
大风。 今年的春节气温较往年正常
略偏高，前期起伏较大，14日至15日
最高气温降幅达10℃左右；16日夜
里至17日早晨可能出现大雾天气。
具体预报如下：
14日（腊月廿九）：多云，偏南风
3~4级、 夜里转东北风4~5级、 阵风6
级，3℃~17℃；15日（除夕）：阴有小到
中雨， 东北风4~5级、 阵风6级，4℃~
7℃；16日（大年初一）：阴转多云，东到
东北风3~4级，3℃~9℃；17日（大年初
二）：白天多云，早晨前后有雾，夜里
转阴有小雨， 东南到东风4级左右，
1℃~12℃；18日（大年初三）：阴有小到

中雨，偏东风4~5级，4℃~8℃；19日（大
年初四）：小雨转阴，偏北风4~5级，5℃
~8℃；20日（大年初五）：多云，东北风
4~5级、阵风6级，3℃~9℃；21日（大年
初六）：多云，偏东风3~4级，3℃~9℃。
由此看出，今年的除夕和大年初
三、大年初四均有降水，市气象部门提
醒广大市民，届时道路湿滑，出行需注
意交通安全。 此外，大年初一夜间至初
二早晨，预计会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
较低， 私家车节日出行要注意视线安
全；春节前期，气温起伏较大，要注意
及时增减衣物， 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
生；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者，需关注沿
线及目的地天气状况， 防范恶劣天气
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记者 李彤 实习生 陈忻 丁一员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开心过大年 欢乐迎新春

市旅游局发布2018年春节出游友情提醒
晚报讯 春节将至， 加上最近
冰冻雨雪天气， 为确保春节期间我
市旅游安全形势平稳， 切实保障游
客人身财产安全，昨天，市旅游局向
市民发布春节出游友情提醒： 安全
出行，文明旅游，理性消费。
市民出游要选择合法旅行社。
由于旅行社是许可经营的行业，出
境游更是特许经营的业务， 因此在
选择旅行社时， 要确认旅行社的经
营范围， 特别要注意查看旅游管理
部门颁发的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或《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
或 《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明》，许可证及备案登记证明上载明
许可证号码、 旅行社名称、 营业场

所、许可经营业务范围等内容。
在出游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
随团旅游安全。 市民在出游前要密
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会对公路、铁路、
民航运输造成不利影响。 自驾游、自
助游的游客出游前一定要做好安全
防范措施，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
线。参加团队旅游的游客，行前、行中
要听从导游或领队人员的安全提醒；
游客出游前结合自身情况自行购买
或者委托旅行社购买旅游意外伤害
险等必要保险；理性消费，不冲动购
物，不贪小便宜，谨防上当受骗，切记
冲动从众，购买商品时索取发票（收
据）等商家凭证，作为维权依据。

另外， 在旅游活动中游客要自
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文化传统和宗
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 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遵守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和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如遇有旅游纠纷时或者因不可
抗力影响旅游行程的， 可及时与旅
行社沟通、协商，切不可采取拒绝登
机、登船、登车等过激行为，游客也
可在旅游合同结束之日起90天内通
过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或
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依
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郭俊锋

过年买保健品，价格要摸清
物价部门提醒：相同商品价格差异明显，选购应货比三家
晚 报 讯 送礼不如送健康，保
健品一直是春节礼品的主力。11日，
记者从市物价部门获悉， 我市物价
局专门针对市区部分超市销售的保
健品进行了一次采价比对。
与去年春节前夕相比，保健品价
格有涨有跌。在可比较的34种保健品
中，零售均价较去年春节前夕上涨的
有14种，平均涨幅5.7%；下跌的有20
种，平均跌幅5.5%。2月7日，市物价局
对市区7家超市销售的30多种保健品
进行了采价比对。 结果显示，各家超
市销售的同品牌、同品种、同规格保

健品价格差异非常明显。例如一款瑞
年骨质宝冲剂礼盒（7克*30袋），最高
售价219元，最低售价139元，差价达
80元； 一款康富来洋参含片 (简装，
600mg×12片×12盒，买12盒赠送1盒)，
最高售价169.5元，最低售价92元，相
差77.5元；另一款康富来高营养蛋白
质粉（300克*2罐），最高售价230元，
最低售价159元，差价71元。
市物价局提醒市民， 由于各个
超市销售主打品种不同， 因而不同
商家不同品种之间价格有高有低，
有的商家某一品种价格最低， 而另

一品种价格却处于高位， 广大市民
朋友在购买时，还是要货比三家。
此外，春节临近，消费者在选购
保健食品时要到证照齐全、 信誉良
好的正规销售场所购买， 不要盲目
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知识
讲座、专家报告等，要认清保健食品
外包装上的
“
蓝帽子”标志、保健食品
批准文号，谨防上当受骗；此外，要切
记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
使用， 老年体弱者、 慢性病患者、儿
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在服用保健食
品时尤其要谨慎。
记者 彭军君

机场路周边因施工封闭绕行

市民前往机场请留足时间

晚 报 讯 春运中赶飞机的旅
客，需要尽量提早出门了。因道路施
工原因，从即日起，南通机场国内始
发航班截止办票时间， 更改为计划
起飞前40分钟。 建议市民提前规划
安排出行路线， 预留充足时间办理
相关手续。
记者获悉， 因机场大道工程建
设需要，S335和机场大道交叉口及
周边路段将实 行 封 闭 围 挡 施 工 ，

2018年2月23日至2019年6月1日，
南通市通州区交警部门将对相关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届时通行能
力将有所下降。 南通机场提醒，前
往机场的旅客提前安排出行时
间， 根据交警部门提示选择合适
路线绕行。
据了解， 交通管制路段为S335
机场路口（K57+600—K59）周边，西
起江海大道高架起点， 东至综艺集
团大门东300米处。为方便过往车辆
和行人通行， 工程建设部门在南北
两侧铺设辅道， 请车辆从新建的便
道单向通行， 并严格遵守施工路段
交通信号，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有
序通行， 自觉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

员指挥。有条件的重型车辆，可以提
前选择钟秀东路、 龙盛大道等道路
绕行。
建设部门介绍， 机场大道位
于现有的机场路东侧， 起点为江
海大道，终点在金通三大道，全长
约5.4公里， 宽约70米。 按照设计
方案，以机场为界，该道路南段采
用快速路形式，为双向10车道；北
段采用主干路形式， 为双向4车
道。 目前，机场大道建设正如火如
荼进行。 此次施工将与江海大道
高架实现互通， 建成后市区至机
场将实现全程快速路， 车程比现
在要缩短一半。
记者 朱蓓宁 通讯员 徐菲

四大展览汇聚南通文化艺术展览中心

为市民打造一个文化年
晚 报 讯 昨天，“江海艺境”
—南通美术书法作品展开幕，
——
拉开了南通文化艺术展览中心新
春特展的序幕，记者了解到，春节
期间， 南通文化艺术展览中心还
将举办
“雁栖春”中奢家居联盟明
清家具展、“不忘初心抒远志”市
摄影家迎新春优秀品展和2018南
通市青年美术家会员作品展，四
大展览春节无休， 为市民打造一
个文化年。
“
雁栖春”中奢家居联盟明清
家具展展出明末清初、 清中期和
清末民初三个历史时期的近200
件通派家具， 展览分为3个部分：
祥木风华、 雁栖湖之春以及木有
名堂，三个部分沿着历史的主线，
展现了老家具的魅力和新中式家
具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其

中，“雁栖湖之春” 是本届展览的点
睛部分，10多件展品曾出现在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现场。
明清家具展和“
江海艺境”——
—
南通美术书法作品展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南通报业
集团主办。
另外，
“
不忘初心抒远志” 市摄
影家迎新春优秀品展由是摄影家
协会主办，展出风光、人物、艺术、
纪实类摄影作品80幅。 2018南通市
青年美术家会员作品展， 作为市
青年美协一年一届的汇报展，已
成功举办两届。 本展萃集全市198
位 会 员 最 新 创 作 的 80 余 幅 作 品 ，
代表了全市青年美术创作的整体
水平，反映出当代青年美术创作的
记者 龚丹
新思维、新理念。

春节别忘在微信上猜灯谜
手快还能获得红包奖励
晚报讯 猜谜是中国人的传
统习俗，今年春节期间，市民拿着
手机就可参与猜谜活动， 猜中还
有红包奖励。 昨天，记者了解到，
由市文化馆主办的微信公众号
“
南通非遗”将于2月16日（正月初
一）起推出有奖灯谜竞猜，每天一
题，面向海内外灯谜爱好者征射，
为市民的新春佳节增添年味。
2017年，我市成功举办“
南通
灯谜周周猜”，每周去非遗工坊猜

谜成为灯谜爱好者的一个习惯。 从
正月初一开始， 在保留线下猜谜的
基础上，猜灯谜的活动转移阵地，进
入市民的手机微信里。据了解，2018
年“南通灯谜猜猜猜”从2月16日正
式开猜，全年共举办319期，
“
南通非
遗” 公众号每天发布南通灯谜学会
会员原创灯谜1条，面向海内外灯谜
爱好者征射，根据猜中先后，取前5
名发给红包，每人2元。
记者 龚丹

确保市民吃上安心年夜饭
市场监管部门展开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晚报讯 “
市民阖家团圆吃
得安全放心最重要， 这也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崇川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局长黄镇在检查时表示。 昨
天上午， 崇川区有关部门对辖区
内餐饮企业的年夜饭食品安全情
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据了解， 除夕夜外出就餐已
成为很多市民的选择， 通城不少
饭店的年夜饭早已预订一空。 为
此， 早在本月初崇川区就进行了
专门的部署，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
年夜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
专项检查的重点为餐饮企业证照
是否在有效期内， 从业人员是否
持健康证上岗，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进货查
验、 索证索票各类登记的落实情
况，食品留样是否专柜专用、专人
负责， 餐饮具及盛放直接入口食
品容器清洗消毒和保洁是否落实
到位等。
在南通壹号渔人码头濠东路
店记者看到， 这家餐饮企业的后

厨按照健康厨房的标准建设， 里面
的物品摆放、食材归类都井然有序，
一改原来后厨闲人莫入的状态敞开
大门欢迎顾客随时参观。 崇川区食
安办副主任徐建林告诉记者：
“在近
期的检查过程中， 绝大部分年夜饭
承办单位都能基本按照食品安全相
关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总体情况良
好， 但也有个别单位后厨存在冰箱
内生熟食混放、 食材随地摆放的现
象。 ”针对这些发现的问题，崇川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当场
指出并提出整改意见。“今年，我们
崇川区开始全面推进“
明厨亮灶”工
程，首批200家餐饮单位被纳入“智
慧食安”互联网平台，这里面就包括
了不少提供年夜饭服务的餐饮企
业， 这一系统工程实施到位后对于
企业食品安全的管控将更加严格透
明。 ”
春节将至， 崇川区市场监管部
门发出提醒： 各餐饮单位必须严格
遵守食品安全法及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 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关，
特别做好年夜饭期间食品留样等食
品安全管理工作，确保餐饮用具清洗
消毒到位， 年夜饭食材来源可溯，确
保群众“年夜饭”吃得放心，过一个
平安、祥和、安全的春节。 记者 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