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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高考天气公报新鲜出炉
首日无雨，8日夜里至9日有雷阵雨

晚 报 讯 又到一年高考时，
2018年的江苏高考将在本月7-9日
三天拉开帷幕。 高考期间天气如
何？ 成为师生、家长关注的焦点。 昨
天下午，最新的《2018高考天气公
报》新鲜出炉。
市气象台称，预计高考期间8日
夜里 至 9 日 有 一 次 雷 阵 雨 天 气 过

提醒

程，局部雨量较大，其余时段以云
系变化为主。 最低气温20℃~22℃，
最高气温27℃~30℃。 具体预报如
下：6 日 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南
到东南风3~4级，20℃~30℃；7 日 ：
多云， 东南风3~4级，20℃~30℃；8
日 ：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
风3~4级，21℃~30℃；9 日 ： 阴有阵
雨 或 雷 雨 ， 东 南 风 3~4 级 ，21℃
~27℃。
从气温看，总体相对平稳，白天
最高大约在30℃上下， 不会特别炎
热，适宜考试；从风力看，吹的可都
是东南风，在3~4级之间，将会助考

生一臂之力。就目前看，高考首日不
会下雨， 第二天夜里开始将陆续有
雷阵雨天气过程，说不定，赶考路上
能避开降水哦。
由于这一时段热带辐合带低压
系统活跃， 影响天气系统的移动及
发展， 我市未来的天气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请大家持续关注市气象
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天气预报。 同
时，市气象局也提醒各位：降水时段
雨天路滑， 考生和家长需合理安排
行程， 适当提前出行并注意交通安
全。
记者 李彤
（合作单位： 南通市气象局）

中高考期间市区禁放烟花爆竹
警方将开展不间断巡查

2018年中高考即将拉
开大幕。昨天，市区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发出提醒， 根据市政府去年年初
发布施行的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
市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中
考、高考期间，市区一律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给
晚报讯

广大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市区中高考期间烟花爆竹禁放
区域覆盖崇川区、港闸区、南通开发区
全境， 即便是婚丧嫁娶活动也不允许
燃放。 我市公安治安部门已将烟花爆
竹管控工作纳入高考安保方案， 市区
组织专门力量对沿街店面、商铺、小区

尤其是烟花爆竹零售点开展宣传提
醒，其他地区也适时开展宣传工作，鼓
励市民在此期间不要燃放烟花爆竹。
中高考期间， 警方将组织警力
在考生考点及住宿点周边开展不间
断巡查， 对非法燃放行为进行劝阻
和处罚。
记者 张亮

设置应急车，为高考“
护航”
注意

南通公交部分线路将临时调整

晚报讯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
拉开帷幕， 记者从市公共交通总公
司获悉，公交部门已精心部署、合理
策划，做好各项高考接送准备工作。
据悉， 为切实做好高考接送专
线运力保障工作， 公司所有车辆提
前、全面做好检修、保养工作，确保
设施齐全有效、车辆状况良好；加强
沟通，确定车辆停靠点及行驶路线，
做到无缝对接；挑选政治素质过硬、
责任心强的驾驶员担任接送任务。
目前， 设置的高考应急处置值
班点有： 友谊桥停车场，3路、602路
起点站，停放一台预备车随时应急；

严查

五一路停车场，5路、24路、9路、28路
起点站，停放一台预备车随时应急；
城闸大桥停车场，36路起点站，停放
一台预备车随时应急； 市行政中心
停车场，11、31、33、79路起点站；图
书馆，15、41、91路起点站。
为确保南通中学考点高考顺利
进行， 公交将遵循“
6月7日7：3012：30、13：30 -18：00，6 月 8 日 13：
30-17：30、6月9日7：30-11：00、13：
30-17：00时段，市区北濠桥路环城
北路口至北濠路桥路建设路口禁止
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制要求，对部
分线路调整行驶路线。 具体如下：

26路原线行驶至环城东路人民路
口时，改道人民路—濠东路—濠北
路—北濠桥 路—环 城 北 路 后 恢 复
原线往返运行，改道期间临时停靠
沿途现有公交站点，暂不停靠北濠
桥路“中医院”。 30路、45路、52路原
线行驶至环城东路人民路口时，均
向东改 道 人 民 路—濠 东 路—濠 北
路后恢复原线路往返运行。 改道期
间临时停靠沿途现有公交站点，上
述线路均不停靠北濠桥路“中医
院”。 30路暂不停靠濠北路“新乐
桥”。 反向亦如此。 各线路发车时刻
均不变。
记者 朱蓓宁

中高考期间宾馆酒店别乱提价
物价部门将持续巡查

晚报讯 高考、中考来临，考点
附近宾馆酒店供给偏紧， 易引发各
种价格纠纷。6月5日，记者从市物价
局了解到，我市物价部门从5月底开
始就已部署开展宾馆酒店行业巡查
工作，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宾馆酒店
价格行为监督。
据了解，此次巡查，物价部门对
考点附近的酒店宾馆进行了重点规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万濠华府 12/18 3/2 170m2 濠华装潢 从未入住 带两个车位 478 万净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268 万
将军楼 6/6 楼中楼 90/132m2 车库 6.5m2 精装
146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18m2 十 12m2 阳光好 南北通透 启秀学区 226 万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49.8 万
虹桥新村 5/5 1.5/1 55m2 全新装潢 有钥匙
45.5 万
博园岚郡别墅 3 一 5/5 200m2 豪装 拎包入住
538 万
紫阳新城 5/11 2/2 91m2 精装
115 万

范，发放《关于规范南通市高考、中
考期间宾馆酒店价格行为提醒函》，
要求各宾馆酒店严格自律、 依法经
营，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履行价格
承诺，诚信经营。
在高考中考期间， 市物价局将
持续开展宾馆酒店行业的巡查，畅
通12358价格投诉渠道，严肃查处相
关价格违法行为。

同时， 市物价部门也提醒广大
考生家长， 通过网上预约房间成功
后， 在入住酒店宾馆时也不可麻痹
大意， 一定要确认支付的房费是否
与网上预订一致。同时，作为宾馆酒
店经营者， 不得在电商平台等渠道
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单方面
毁约，或者擅自提高价格，不得在事
后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记者彭军君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新桃园 3/ 车 101m2 3-2 厅 精装 北车库 8m2
175.8 万
万濠华府高 / 电 292m2 毛坯有车位
520 万净得
桃坞路服饰城 6 楼 楼上 58m2/ 楼下 76.7m2 精装婚房 190 万
外滩小区 1/ 车 145m2 3-2 厅 精装 车库 33m2
150 万
虹桥北村 2/6 71m2 2-1 厅 精装修
69 万净得
银花苑 2/6 73.87m2 2.5-1 中装
199 万净得双学区
望江楼 4/ 电 139m2 3-2 厅 中装
276.8 万双学区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别墅 1-3 层 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388 万
都市华城 7/电 4 室 2 厅 2 卫 152m2 精装车库 14m2 254 万
中南七星花园 6/电 2 室 2 厅 106m2 精装学区房
275 万
395 万
润友大厦 8/电 4 室 2 厅 2 卫 180m2 毛坯有车库
未来锦城 12/18 层 3 室 2 厅品牌精装 117m2 车库 17m2 188 万
启秀花园有电梯 166.7m2 精装景观房学区房
410 万
298 万
文峰花园 3/6 层 3 室南 123.4m2 精装车库 15m2
2
2
学田北苑 2/6 层 3 室 2 厅 2 卫 129m 精装车库 9m 188 万

前方路况早知道 行车避堵早准备

智能导航搬上路口红绿灯
晚 报 讯 经常行经市区跃龙
路虹桥路路口的司机， 一定注意
到路口有了新变化： 一块安装在
红绿灯旁的电子显示屏不断提示
周边实时路况，很是贴心。 昨天，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这是我市交警部门应用互联网地
图交通大数据， 首次尝试将实时
路况提醒搬上路口红绿灯， 旨在
让过往司机及时预知周边交通情
况，合理选择行车线路。
“
姚港路：双向畅通”
“跃龙南
路：双向畅通”……行经跃龙路虹
桥路路口， 记者看到路口正前方
上空正在工作的红绿灯旁， 有一
块长方形显示屏也在“辛勤”服
务， 不断提示前方道路和周边主
要道路的通行状况。记者注意到，
该路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旁，均
配备了这样的交通诱导电子显示
屏。 针对不同方向司机可能选择
的通行道路， 各方向提示内容也
有所区别。 比如，由南往北方向，
电子显示屏主要提示前方跃龙南
路和周边姚港路的实时路况，而
由西往东方向的电子显示屏，主
要提示青年中路、 城山路等道路
实况。虽然提示仅有寥寥数语，但
提供了拥堵还是畅通等关键信

2
尚德城邦 1/ 车 4/2/2 136m2+12m（车库）+
车位、品牌精装、拎包入住 195 万
启秀花苑（双学区房） X/ 电 4/2/2 166.6m2 精装潢
418 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39.8 万
惠泽苑 7/ 电 2/1 80m2 新坯房，位置好，阳光好
89.8 万
2
福民景苑 9/ 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双阳台、南北通透
86 万
北濠新村 4/6 2/1 86.5m2 简装
85.8 万

光明东村 2/ 车 3- 阳-2 143m2 车8m2 精装 设施全 启秀学区 180万
裕丰广场 20X/ 电 3-2-2 168m2 毛坯
320万
盛唐公寓 7/11 3-1 122m2 车13m2 装修
137万
盛唐公寓 14/18 2-1 94m2 车13m2 毛坯
96万
南川园 6/6 2-1 73m2 简装
73万
2
光明东村 3-4/ 车 复式楼 153m2 车26m（
汽） 精装 启秀学区 213万
友谊公寓 11/16 3-2-2 159m2 装修 启秀学区
298万
颐景园 4/ 电 2-1 89m2 简装 车10m2
142万

息，方便车主迅速了解、掌握。
“
这是我市首个应用互联网地
图交通大数据进行实时路况提醒的
路口交通诱导屏。 ”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秩序科民警介绍，在大数据飞
速发展的今天，道路交通管理也插
上科技的翅膀，向智能化、人性化
发展。“我们与专业数字地图、导航
服务提供商合作，将即时路况信息
搬上路口交通信号灯， 希望为广大
司机提供更具时效、 更为精准的路
况提醒， 为大家优选行车路线提供
参考。 ”
交警透露，目前，这一智能交通
诱导系统率先在市区跃龙路虹桥路
路口试点运行， 将视情况在其他路
口推广。
记者 张亮

9岁小学生竟颈椎弧度变直
医生提醒：颈肩腰椎病变不再是
“
成人病”
晚报讯 颈椎弧度变直、腰椎
侧弯畸形、 椎间盘膨凸等退行性
改变，以前都是
“成人病”，可现在
却连孩童都患上了这样的病。 学
期期末将近，连日来，市六院中医
科连续接诊多例颈腰椎疼痛的学
生患者，最小的才9岁。 虽然通过
治疗后，患者的疼痛得到改善，但
这样的案例向家长们敲响了警
钟， 如果发现孩子有颈腰椎疼痛
不适，要及时就医。
市六院中医科花佳佳主任介
绍， 一些学生由于长时间伏案上
课、学习、作业，不注意坐姿，腰部
长期保持弯曲姿势， 导致腰部脊
椎向前弯曲，长此以往，颈腰椎就
会慢慢发生病变。 如果腰椎间盘
长期受压，久拖不治，压迫到神经
脊髓，就需要手术，否则，严重的
可能造成截瘫。
记者调查发现， 还有一些小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豪装 汽车位 1 个
国贸大厦 19/ 三室一厅 146m2 办公精装
辛园路新村 6/6 楼中楼 69m2+ 楼上大概 60m2 车库 8m2 中装 大平台
江景苑 4/ 电 三室二厅二卫 134m2 车库 31m2 毛坯 阳光好
华辰大厦 8/电 门对门两套 147m2 办公装修 (对门205m2) 靠工农路 可以分开卖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82m2 6.5 万 / 年 7.2 米宽 4 米高
桃坞路服饰城 6/6 楼中楼 77m2+58m2 精装 38 万 启秀学区房

280 万
208 万
125 万
190 万
8500/m2
168 万
190 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金水湾连体别墅 370m2 (包括地下室，汽车库)，毛坯，满 5 不唯一
480 万净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金鼎湾 X/ 电梯，建 154m2 豪装 中央空调 阳光好
366 万
友谊公寓 11/15 楼 建 159m2 精装很好 300 万元 另有车位另加价 启秀学区房
天龙逸园 12/18 楼 建 113m2 十 12m2 车库 户型好 三附 三中学区房 226.8 万
星光域 21/ 电梯 建 123m2
200 万净
林荫水岸 12/ 电梯 建 139m2 十 28m2 车库
132 万

跃龙路虹桥路路口的智能导航
记者 张亮
电子显示屏。

森大蒂 3/6 87m2 7m2 车库 2-2 城中三中空学位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王府大厦 30/ 电 168m2 3-2-2 精装三学区濠河景观房
凤凰汇 高层 / 电 146m2 精装修 3-2-2 双学区
郭里园 1/6 45.5m2 1-1 稀缺纯底楼 三中学位空 采光好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段家坝花苑 3/6 135m2 三室 L 厅 10m2 车库 有外墙砖

226 万
600 万
286 万
368 万
450 万
69.8 万
282 万
178 万

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 过度使用手
机和平板电脑， 一坐就是三四个小
时甚至更久， 长时间低头， 致使颈
椎、肩膀、胳膊、腰部酸胀疼痛。“低
头看手机和平板电脑， 颈椎所承受
的重量是垂直时的3倍。”花佳佳说，
当玩手机时，如果姿势不当，可能让
颈椎承受多达27公斤的重量， 相当
于将6个西瓜一直挂在颈椎上。
花佳佳提醒， 在工作和学习过程
中， 要定时让自己休息一下， 走动走
动， 舒展一下筋骨。 可以坐在椅子前
端， 将上身靠在椅背上， 双手伸过头
顶，用力向后伸，尽量使上身与水平呈
45度角，这样能有效释放脊椎的压力，
缓解颈腰椎不适。 此外，玩手机时，低
头时间不宜超过30分钟。 他强调，此
类疾病需防治结合，在治疗的同时需
要自身注意生活作息习惯的调节，注
意功能锻炼，才能防止疾病的反复发
作。
通讯员 张凌丽 记者 冯启榕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444.8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455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坯大花园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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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