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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

敢发
“
小广告” 从重处理
我市开展城区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晚报讯 全面开展小广告清理
工作、 加强小广告电话号码管控、严
厉打击制贩假证等违法行为……为
改善市容环境，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
平，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淮安市城区小广告专项整治方
案》。 从今天起，我市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集中整治， 并进行长效管理，这
是我市首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城区
小广告集中整治行动。
据了解，本次小广告专项整治的
范围为建成区内的所有城市出入口、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街道等。 具体措
施包括：
第一， 全面开展小广告清理工
作。 严厉打击非法粘贴、喷涂和散发
小广告行为， 重点区域做到及时制
止、及时查处；各区、街道办事处、社
区以及各城市家俱管理责任单位，对
辖区内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社区、院
落以及城市家俱上张贴、悬挂的各类
小广告进行全面清洗喷涂覆盖。 同

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巡查
和保洁， 落实长效管理，做
到“
发现一起，清除一起。 ”
第二，加强小广告电话
号码管控。 在清理小广告
时，对小广告中公示的电话
号码进行登记、分类、汇总，
并拍照取证核实后，将汇总
情况报告市城管局。后者将
信息集中移交公安部门和
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
门，根据市城管局提供的违
法小广告电话号码，对其进
行警告、不间断追呼、罚款、
停机等处理。
第三， 严厉打击制贩假证等违法
行为。 由市公安局牵头，会同工商、城
管等部门，根据摸底掌握的制贩假证、
假票据、 涉黄等违法小广告联系方式
和信息， 对违法小广告窝点和人员实
施严厉打击， 力争从源头上根治违法
小广告， 对散发传播违法小广告的人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12. 应急避难场所有哪些图形标志？
序号 图形符号

明

应急供电
Emergency
Power supply

应急情况下供电、
照明的设施。

3

应急棚宿区
Area
for
makeshift
tents

应急避难场所帐篷
区。

4

应急水井
应急情况下启用的
Emergency
水井。
drinking well

5

应急停机坪
Emergency
airfield

救灾直升机的紧急
停机坪。

应急物资供应
Emergency
goods supply

救灾物资的应急供
应场所。

应急指挥
Emergency
command

应急指挥场所。

8

方向
Direction

用于指示应急避难
场所的方向。

9

入口
Way in

表示入口的位置或
指明进去的通道。

出口
Way out

表示出口位置或指
明出去的通道。

紧急出口
Emergency
exit

表示紧急情况下安
全疏散的出口或通
道。

12

应急厕所
Emergency
toilets

应急避难场所内的
简易应急厕所。

13

应急供水
Emergency
water supply

14

应急医疗救护 提 供 应 急 医 疗 救
Emergency
护、 卫生防疫的场
medical treat- 所。
ment

15

应急避难场所内提
应急灭火器
供应急灭火器的地
Emergency
fire extinguisher 点。

6

坚守诺言不放弃

7

10

11

“老大哥头脑有问题，只能在门
旁边的一位老邻居告诉记者，
邵文兰坚持照顾丈夫的智障大哥这
口玩玩，一走远就找不到家了。 ”“饭
碗也端不好，一端就歪掉了。 ”“
穿衣
么多年， 很不 容 易 ，“好 人 会 有 好
服也不知道正反， 我就给他裤腰上
报”。
弄一块小红布缝上。 ”“吃药也要看
邵文兰说，家和万事兴，全家幸
着， 该吃两颗药， 他经常掉一颗”
福才是最大的幸福，“虽然大哥从未
……邵文兰说，婆婆在世时，她和婆
对我说过一句谢谢， 也不知道我叫
婆一起照顾王大从，婆婆去世后，老
什么名字，为什么一直照顾他，为他
大哥的吃喝拉撒都她包办了，“我家
洗衣、做饭、铺床、理发、打扫屎尿
女儿和儿子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他
……但我嫁到王家了， 他总归是我
是你爸啊？ 你服侍得这么好。 ’”
们王家人啊。 如果不管不问，我舍不
邵文兰还记得，大哥30多岁时走
得，良心上也过不去。 ”邵文兰说，以
后他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失过一次，全家找了两天没找到，连
涟水都去过了。 第三天，邻居在到淮
■ 淮海晚报记者 李传芝
安区卖青萝卜的路上， 偶然遇到了
王大从。王大从回到家时，她和婆婆
高兴得嚎啕大哭，“哭得都走不动路
了”。
2004年，山阳村四组村民拆迁，
淮安市文明办
被统一安置到汕头小区， 王大从也
淮海晚报社
跟随邵文兰一家搬进了新家， 邵文
联合主办
兰特地将一楼靠南阳光好的房间留
给了他。

说

在地震等自然灾
害发生后或其它应
急状态下，供居民紧
急疏散、临时生活的
安全场所。
用于公园、公共
绿地、 城市广场、体
育场、学校运动场等
确定为应急避难场
所的公共场所。

“好弟媳”邵文兰：

晚报讯 昨日上午9点多，记者
来到开发区山阳社区汕头小区一幢
三层民房跟前时， 一位身穿红色上
衣、扎着围裙的阿姨正在清洗桑葚，
旁边不到两米远的地方， 一位看上
去比她大不少的大爷低着头坐在凳
子上。
老大爷名叫王大从， 因为生来
智障， 他是不幸的； 但他又是幸运
的， 因为遇到了自己的好弟媳——
—
邵文兰，也就是旁边的红衣妇女，她
已经坚持照顾智障老大哥几十年
了。
邵文兰是开发区山阳村四组一
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小学文化。 1975
年，23岁的她经人介绍嫁给同村人王
兆平。
王家是个大家庭， 王兆平排行
老三， 上有智障的大哥和身体不好
的二哥，下有尚未结婚的四弟。 考虑
到结婚以后的家庭负担， 这样的家
庭状况“吓”走了王兆平的不少相亲
对象。
所以结婚前王兆平十分认真地
问邵文兰：“今后你怎么对我都行，
就是不能嫌弃我家傻哥哥。 ”
“
行！ ”邵文兰只说了这一个字，
但她履行这一个字的承诺已有42年。
如今，她65岁，“
老大哥”已76岁。
婚后的几年， 邵文兰有了自己
的2个孩子，总是从早忙到晚，但她
从没忘记过照顾老大哥。
每天早上6点，在全家人起来之
前，邵文兰就来到大哥的房间，把他
收拾干净。 大家吃早饭时，邵文兰拿
起大哥的专用围兜开始给他喂饭。
等上学上班的人走了， 邵文兰草草
地扒一口，洗了一家人的衣服后，赶
到菜场买菜。 阳光好的午后，还会亲
自给大哥理发。

称

应急避难场所
Emergency
shelter

1

2

员依法从快从重处理。
鼓励市民通过“淮安数字城管平
台” 等渠道举报举证非法张贴小广告
的行为。
为了满足商户发布信息、 市民获
取信息的需求， 我市将在城区人口流
动和商户较集中的地方设立公共广告
张贴栏。
■ 淮海晚报记者 杨春阳

名

应急避难场所内提
供饮用水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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