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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服务

我市2万多人身份证年内到期
警方提供换证提醒服务，已发送提醒短信4000余条
晚报讯“
您的居民身份证将于2018年
9月5日有效期满，请提前办理换证手续，以
免影响使用。 ”连日来，我市多位市民收到
一条类似内容的短信提醒。 记者昨天从市
公安局获悉，本月起，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
内提供居民身份证换证提醒服务， 向居民
身份证有效期即将到期的群众通过短信等
方式提醒及时办理换领手续。
由于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较长，持有
人往往使用时才发现有效期已满，成为群
众办事的一个“堵点”。 根据“群众办事百
项堵点疏解行动” 要求和上级部署安排，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联合居民身份证信息
管理所推出便民新政，从本月起，对居民
身份证即将到期的群众，提前半年时间通

过短信、微信、电话或上门等方式，免费提醒
当事人提前办理换领手续，以免对工作和生
活造成不便。
经过前期梳理， 全市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到期目前仍未办理换证业务的身份证持有
人共有26295名，全市各地均有涉及，其中人
数最多的是如皋，为4923人。
市公安局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教导员
黄书杰介绍，
“
换证提醒” 服务是针对居民身
份证有效期满前6个月和有效期已满却仍未
到公安机关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业务的我市
户籍居民。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尤其是社区民
警， 通过相关工作平台已陆续发送居民身份
证有效期满换证提醒服务短信4000余条。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全国低碳日，今天你
“
低碳”了吗
听市节能中心专家支招夏季低碳生活

晚报讯 6月13日， 正值第28个全国节
能宣传周第三天， 也是第6届全国低碳日。
今年全国低碳日的宣传主题是“
提升气候
变化意识，强化低碳行动力度”。眼下，正值
炎炎夏日，我市也进入用电、用水、用气的
高峰时节。如何在夏季做到低碳生活呢？昨
天， 本报记者专门对话市节能监察中心专
家，请他们为市民支招。
专家介绍，低碳，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
的生活方式。简单理解，低碳生活就是返璞
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
低碳生活
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同
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 ”
专家指出，低碳不仅是企业行为，也是一项
符合时代潮流的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践行低
碳生活。 一、冰箱：冰箱内存放食物的量以
占容积的80%为宜，放得过多或过少，都费
电。食品之间10毫米以上的空隙。用数个塑
料盒盛水，在冷冻室制成冰后放入冷藏室，
这样能延长停机时间、 减少开机时间。
二、空调：空调启动瞬间电流较大，频繁开
关相当费电，且易损坏压缩机。将风扇放在
空调内机下方， 利用风扇风力提高制冷效
果。 空调开启几小时后关闭， 马上开电风
扇。 晚上用这个方法， 可以不用整夜开空
调，省电近50%。 将空调设置在除湿模式工
作，此时即使室温稍高也能令人感觉凉爽，
且比制冷模式省电。 三、洗衣机：在同样长
的洗涤时间里，弱档工作时，电动机启动次

数较多， 也就是说， 使用强档其实比弱档省
电，且可延长洗衣机的寿命。 按转速1680转/
分（只适用涡轮式）脱水1分钟计算，脱水率可
达55%。 一般脱水不超过3分钟。 再延长脱水
时间则意义不大。 四、微波炉：较干的食品加
水后搅拌均匀， 加热前用聚丙烯保鲜膜覆盖
或者包好， 或使用有盖的耐热的玻璃器皿加
热。 每次加热或烹调的食品以不超过0.5千克
为宜，最好切成小块，量多时应分时段加热，
中间加以搅拌。尽可能使用“高火”。为减少解
冻食品时开关微波炉的次数， 可先将食品从
冰箱冷冻室移入冷藏室，慢慢解冻，并充分利
用冷冻食品中的“
冷能”。 五、计算机：短时间
不用电脑时，启用电脑的“睡眠”模式，能耗可
下降到50%以下；关掉不用的程序和音箱、打
印机等外围设备；少让硬盘、光盘同时工作；
适当降低显示器的亮度。 用笔记本计算机要
特别注意：对电池完全放电；尽量不使用外接
设备；关闭暂不使用的设备和接口；关闭屏幕
保护程序；合理选择关机方式：需要立即恢复
时采用
“
待机”、电池运用选“睡眠”、长时间不
用选“
关机”。 六、燃气：用大火比用小火烹调
时间短，可以减少热量散失。但也不宜让火超
出锅底，以免浪费燃气。 烧煮前，先擦干锅外
的水滴， 能够煮的食物尽量不用蒸的方法烹
饪， 不易煮烂的食品用高压锅或无油烟不锈
钢锅烧煮，加热熟食用微波炉等等方法，也都
有助于节省燃气。 七、其他 ：即将过期的香
水，可喷洒在塞入枕头的干燥花里、洗衣服的
水中和拖过的地板上。 任何电器一旦不用立
即拔掉插头。多步行，骑自行车，坐公共交通，
少开车。 避免冷车启动，减少怠速时间，避免
突然变速，选择合适档位，避免低档跑高速，
定期更换机油， 高速莫开窗， 轮胎气压要适
当。 多用电邮、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少
用传真打印机。
记者冯启榕

我市一批不合格食品被
“曝光”
涉及海蜇丝、墨鱼干、白酒等种类
晚报讯 近期，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了《关于476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信息的公告（2018年第21期）》，涉及我市
生产的海蜇丝、 墨鱼干、 白酒等不合格食
品。12日，市食药监局对外公布了不合格食
品风险控制情况。
南通洋口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海蜇
丝（鲜味），被抽检出山梨酸及其钾盐指标
不合格， 被抽样单位为南通欧尚超市有限
公司。 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
合格报告送达生产单位，经调查，生产单位
共生产该批次不合格产品1000袋， 已销售
995袋，库存5袋被依法扣押。海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合格报告送达被抽样
单位，经调查，南通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共购
进上述不合格产品50袋，已销售49袋，库存
1袋已被依法扣押。
南通亲家公海鲜礼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墨鱼干，被抽检出二氧化硫指标不合格，被
抽样单位为崇川区亲家优鲜水产品商行。
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合格报

告送达被抽样单位，经调查，崇川区亲家公优
鲜水产品商行共购进该批次不合格产品8瓶，
除3瓶被用于监督抽样外， 其余5瓶已全部下
架并退回生产单位。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依法将不合格报告送达生产单位，经调查，
生产单位共生产该批次不合格产品8瓶，已销
售3瓶，库存5瓶被依法扣押。
姚海波、陈兵、李学平生产销售的散装白
酒，被抽检出甜蜜素指标不合格，海安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不合格报告分别送达姚
海波、陈兵、李学平，并要求他们依法暂停生
产、销售该批次不合格产品并召回。
目前，市食药监局要求崇川、如东、启东、
海门、 海安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依法开展核
查处置工作，督促食品经营者采取下架封存、
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排查问题发生原因并进行整改的同时， 对不
合格食品及购销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
查处。同时，我市食品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
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12331
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记者冯启榕

献血

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13日，南通第一支民间专业救援队——
—南
通蓝天救援队6名队员在市区南大街工贸献血点，捋起袖子踊跃参与到
记者尤炼
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献血量为1900毫升。

端午假期，众多考生出游
小长假最后一日将现外出高峰
晚报讯 今年
“端午”节放假日期为6月16
日~6月18日。 考虑到中考比往年提前一天结
束，此次出行高峰将集中在6月15日下午、6月
16日上午； 从预售票情况看，6月18日会出现
旅客外出的高峰。 市区汽车站和汽车东站已
安排好加班班次，做好车辆安全检查。
根据去年端午小长假及今年运输格局变
化的情况， 预计节日期间两站旅客出口量为
10.8万，预计加班200班（包含定制）。 此次
“
端
“
清明”“
五一”运输有所不同：
午”运输客流与
一是高速公路不实行小车免费通行政策；二
是今年“端午节”假期与“中考”重叠，同时高
考结束、时逢旅游出行旺季；三是今年“端午
节”距高校学生放假时间较近，预计学生客流
较去年将会有所减少；四是因农忙返乡，务工
流会有所增加。
6月15日至6月16日， 南通客运东站客流
主要集中在县际的启东、海安、如东以及如东

西部的班次，市际集中在苏州、昆山等班次；南
通汽车站主要集中在县际的海安、如皋、吕四、
启东，市际的常州、无锡、镇江等班次。 6月18日
的加班，南通客运东站以上海、苏州、昆山线为
主，南通汽车站以常州、无锡、镇江为主。“
端午”
假日期间学生放假时间较集中， 市区两站开通
校园直通车。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地铁施工，南通汽车站
正门前无法开启通道。假日运输期间，请广大旅
客按照站前围栏上的指示标志及现场工作人员
的指挥，安全有序进出车站。市区两站将结合实
际，提早做好客流、车流的预测，制订出科学完
善的运输组织方案，确保“端午”假日运输生产
的安全有序。 旅客们可通过“巴士管家” 手机
APP 、“南通汽运集团”微信公众号（ntqyjt）、站
内售票窗口、自助售票机查询购买车票。24小时
服务热线：4001112816。
记者朱蓓宁 通讯员葛莹莹

端午临近，粽子咸蛋热销
节日礼盒成员工福利首选
晚报讯 端午将至， 记者昨天走访市场
发现， 商户将粽子和咸鸭蛋这两种节令食品
摆放在货架最显眼的位置， 前来选购的市民
络绎不绝。
正在选购粽子礼盒的赵女士说：“
我家在
外地，这次买点高品质粽子，过节带回家给父
母尝尝。”摊主陈老板介绍，今年主推的
“
富贵
鸿嘉兴粽子礼盒” 定位合理，8只装中档礼盒
批发价仅30元， 而13只装高档礼盒也只有百
元不到。这批粽子礼盒上市仅十天左右，销量
已较往年同期上涨近两成。在口味上，今年的
粽子除了传统豆沙、蜜枣、鲜肉外，还增添了
鲍鱼蛋黄的新口味，深受市民喜爱。 口感好、
品质高、价格亲民，让粽子礼盒成为了很多中
小型企业为员工发放福利的首选。
“送礼还是要选盒装，盒装的大气。”这是
市民张女士的感受。苏通蛋业经营的
“真真老
老” 牌嘉兴粽子今年依旧以丰富精美的礼盒
唱主打，批发价在四五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
团购享受九折优惠。 目前， 最受消费者欢迎
的，仍是100元左右的礼盒。
记者注意到，买回去自家吃的，经济实惠
的散装粽更受消费者的欢迎，比如鲜肉粽、豆

沙粽等。 消费者表示，散装粽子便宜实惠，是不
错的选择。“恒运食品”近两年一直销售“红船”
牌散装粽子，批发价在1.7元~2.5元/个不等。 姚
老板介绍， 一般偏爱甜食的市民会选择蜜枣口
味，而口味偏咸的市民则更多的选择鲜肉、蛋黄
肉粽。拼单的消费者喜欢成箱购买，每箱100个，
将不同口味的散装粽子搭配起来。据统计，本周
粽子销售量足价稳，价格同比去年持平，但销量
环比上周已上涨20%，预计端午节前一到两天，
销量将上升两到三成。
和粽子一样， 端午也是咸鸭蛋销售“黄金
期”。据介绍，2017年起，根据国家环保部门严禁
在水源附近开设禽类养殖场的政策要求， 南通
加大对养殖场的搬迁和拆除， 导致禽类养殖大
量减少，蛋品产量随之下降。市场上很多咸鸭蛋
是从外地调货，增加了运输成本，今年蛋类价格
较往年普遍有小幅增长。
苏通蛋业的周老板介绍， 热销款为两种规
格的咸鸭蛋：高档一点的是高邮湖宝品牌，批发
1.8~2.2元/个， 中档的是浙江飘语品牌，1.3~1.5
元/个。 由于今年呈现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咸
鸭蛋销量较往年同期上涨了20%， 部分品牌甚
至出现断货。
记者朱蓓宁 通讯员李倩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