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目前，全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疫苗如何运抵金坛，又是如何从

储存冷库分发至各接种点？全

区各村、社区预约登记工作进展

如何？记者进行了探访。

当天上午 9 点，一辆载有

3000 多支新冠病毒疫苗的冷链

运输车驶入区疾控中心。记者

在现场看到，运输人员将 《江

苏省疫苗运输记录单》 等疫苗

证明文件交予区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进行核验，区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对疫苗进一步精准扫

码核验，将疫苗流通和接种信

息全面纳入江苏省疫苗管理信

息系统。在确保每支疫苗信息

无误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根据全区 13 个接种点的分配量

进行出库扫码。

区疾控中心急传科科长沈

亦平介绍，每一支疫苗在江苏

省疫苗管理信息系统中都有一

个独一无二的监管码，可以全

程实时监测到每一支疫苗的使

用情况。

上午 10 点，新冠病毒疫苗

开始从区疾控中心运往各接种

点。经过 10 分钟的路程，700
余支疫苗被运输至区体育馆疫

苗接种点，双方工作人员仔细

核对，查验疫苗数量、温度后，

疫苗被运至该接种点冷库。

新冠病毒疫苗是由上级部

门统一调配，每次抵达金坛的

时间、数量都不固定，但不论

清晨还是深夜，区疾控中心都

会在第一时间将每支疫苗运至

各接种点，让预约的市民可以

顺利接种。

目前，新冠病毒疫苗预约

有两种方式，除了单位集体预

约外，市民可到所在村、社区

进行预约登记。

在薛埠中心卫生院记者看

到，在村委预约登记后，薛埠

镇薛埠村的村民们正在有序接

种疫苗。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自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

来，村委发挥村民小组和网格

员的作用，逐家逐户开展宣传，

效果很好。

在东城街道华苑社区，社

区党总支书记芮晓霞正和同事

们挨家挨户宣传疫苗接种告知

书。芮晓霞表示，社区工作人

员充分利用悬挂条幅、张贴通

知、便民微信群以及微信朋友

圈等多种形式宣传疫苗接种工

作。只要在辖区居住、工作、

生活，且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

身体状况良好，没有特殊疾病

的市民都可以持身份证到社区

进行登记，工作人员随后将电

话通知疫苗接种的地点及时间。

为确保全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稳步进行，我区特配

备医护专职接种人员 200 余

人，同时加强疫苗资质查验、

接收、配送、保管等重点环节，

实行封闭管理，确保疫苗全程

冷链储存、安全运输、信息可

追溯。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筑

免疫长城。在这里我们提醒全

区符合接种条件的市民，按照

应种尽种的原则尽早进行疫苗

接种，在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

保护家人，为筑起全民免疫屏

障出一份力。 邵桢 王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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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季气温回升，

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将

放风筝作为家庭休闲的

方式。近段时间，在金

沙广场、愚池公园、钱

资湖公园等地，都能看

到与家人朋友结伴放风

筝的市民，形态各异的

风筝在空中飘舞。

据了解，风筝距今

已有 2000 多年历史。金

沙高级中学物理教师金

利俊告诉记者，风筝之

所以能在空中飘浮飞翔，

是受空气的力量支撑向

上。风筝应逆风放，放

风筝时还要偶尔轻轻拉

动风筝线，用以增加风

对风筝的相对速度，提

高推力。

放 风 筝 虽 然 有 趣 ，

但开心之余也要注意安

全。近年来，风筝线割

伤 人 的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放

风筝时，要注意避让周

围行人，行人切记不要

从放风筝人的正前方穿

行。“放风筝最好选择比

较开阔的地方，比如公

园的大草坪，”区消防救

援大队南环路消防救援

站胡永康表示，风筝线

大都是尼龙绳，韧性较

强，可能会割伤人，行

人如果看到有人在放风

筝，要尽可能绕行。

同时，还需要注意

远离高压线。我国 《电

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 等法律规定，严禁

在架空电线两侧300米区

域内放风筝。一旦风筝

挂在输电线路上，遇到

下雨受潮，有可能引发

线路短路漏电，甚至造

成大面积停电，带来巨

大的经济损失。在此提

醒市民，现在的风筝大

部分是用钢丝做的骨架，

导电性比较强，在高压

线附近放风筝，可能会

引发人触电的危险。

春暖花开，草长莺

飞，放风筝虽是一项趣

味娱乐活动，但一定要

注意安全，切莫伤人伤

己。 尹悦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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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新冠病毒疫苗运输全过程
一苗一码可追溯 我区接种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

为保证 2021 金坛茅山山地半

程马拉松赛顺利进行，确保

赛事期间的交通安全，我区

交警部门制定了交通管制及绕

行方案。

其中，4月 16日 12:00-4月

18 日 6:00，访仙路东方盐湖城

停车场至东方盐湖城朱雀门实

行交通管制，从 S340来往车辆

请从访仙路-望仙路-观云路-
访仙路绕行，从尚阳路方向来

往车辆请从 X205-访仙路绕

行；4 月 17 日 18:00-4 月 18 日

12:00，X206 与 X303 交叉口至

X206 与仙姑路交叉口路段实

行交通管制，往茅山方向车辆

请绕行大茅路。

4 月 18 日 6: 00-12: 00，访

仙路东方盐湖城停车场入口至

尚阳路路段作为赛前集结路

段，选手和工作人员可凭号码

布和工作证由此进出，禁止机

动车辆、非机动车辆通行。访

仙路与尚阳路交叉口至 X303

路段，访仙路与X303交叉口至

X206 路段，X206 与 X303 交叉

口至仙姑路，仙姑路与X206交

叉口至海底水库入口路段，海

底水库入口与仙姑路交叉口至

西海湖度假村入口路段，西海

湖度假村入口至 X302 路段，

X302 与接山墩水库交叉口至

X302 与 X206 路 段 ，X302 与

X206交叉口至 X206与大茅路

交叉口路段，X206与大茅路交

叉口至 X206 与仙姑路交叉口

路段，以上路段为赛道路段，禁

止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行人

通行。

4 月 18 日 6:00-12:00 比赛

沿线各主要封闭路口：访仙路

东方盐湖城停车场入口、尚阳

路与 X205 交叉口、访仙路与

X205交叉口、访仙路与新湖路

交叉口、访仙路与致和路交叉

口 、访 仙 路 与 X303 交 叉 口 、

X303 与 X206 交叉口、X206 与

仙姑路交叉口、海底水库入口

与仙姑路交叉口、海底水库与

一号农场路口交叉口、西海湖

度假村入口、接山墩水库与

X302 交叉口、X302 与 X206 交

叉 口 、西 海 湖 度 假 村 出 口 、

X206与大茅路交叉口、三清观

入口。

为确保比赛安全顺利进

行，比赛沿线道路禁止各种车

辆停放。4月 18日 6:00起至比

赛结束，禁止社会车辆停放在

马拉松沿线道路、人行道及两

侧停车位，请车辆驾驶员提前

将车辆驶离比赛路线；4 月 18
日 6:00 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将对马拉松沿线停车区域进行

临时封控，对已停放的社会车

辆会通过电话告知车辆所有人

将车辆开走。7:00 起，对于仍

未驶离的车辆，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将使用拖车将车辆拖离现

场至附近临时车辆停放点。

请广大市民做好出行安

排，提前绕道行驶，或错开管制

时间通行，服从现场执行人员

指挥和疏导。 夏丹丹

注意绕行！
茅马交通管制及绕行方案出炉

本报讯 4 月 9 日 14 时，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金城中队队员在巡查时发

现，有人驾驶半挂牵引车运

输一车黄沙，且未采取密闭

运输措施防止物料遗撒。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此事进行

立案调查。当事人陈某表示，

因此次运输路途较短，为节

约时间，便抱着侥幸心理没

有采取密闭运输措施。经责

令改正后，当事人按要求对

运输的黄沙进行了覆盖。

当事人陈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 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

构成运输车辆未密闭运输的违

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六条规定，决定对陈某

处罚款人民币 3000元。

区城管部门提醒广大驾

驶员：运输煤炭、垃圾、渣

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

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

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

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

定路线行驶。

顾静

运输车辆未采取封闭运输措施 罚！

新冠病毒疫苗运输、分发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