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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保处冒雨走访贫困群众

本报讯 近日，县医保处扎实
开展“双进双促”大走访活动，冒着
大雨深入到三口镇大北村，实地了解
当地村民的困难情况，并与当地干部
群众共谋脱贫之计、共商发展之策。

据悉，为了使“双进双促”活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县医保处专门
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大走
访活动”实施方案，从总体目标、基
本要求、活动内容和步骤等方面细致
部署，确保活动做实、做深、做到位。
在此次走访中，县医保处还采用了最
新的阳光扶贫APP，进行现场走访定

位，现场上传走访照片以及填写上传
贫困群众的详细家庭情况，确保把扶
贫政策落到实处。

在贫困农户家中，工作人员与他
们促膝长谈、交流心声，详细问询家
庭人口、收入来源和孩子入学等情况，
分析致贫原因、脱贫需要，并根据具
体情况制定针对性明确的帮扶措施。
同时，还鼓励受助贫困户要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摒弃“等、靠、要”
的思想，朝着制定目标努力奋斗，早
日摘掉贫困帽子，过上幸福日子。

(王千 潘振国 吴清园)

近期鸡蛋价格快速上涨

本报讯 去年鸡蛋销
售一直不温不火，价格在低
价位区间徘徊，今年春节也
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大幅上
涨，节后受禽流感疫情的影
响，鸡蛋一度出现滞销的情
况，直至今年6月份才有所
缓解。近期鸡蛋价格更是迅
猛蹿升。

据价格监测数据显示：
8月11日，洋鸡蛋 （新鲜完
整） 零售价格为4.7元/斤，
较上周上涨11.9%；比上月
同期上涨58.82%，与今年鸡
蛋 最 低 值 4月 份 相 比 上 涨
74.07%。新集镇蛋鸡养殖户

孙亚林反映，近头十天鸡蛋
价格连续上涨，一日一价。
可惜他的养殖场老鸡已全部
淘汰，为了能赶上年底销售
目前进了5000羽苗鸡。

鸡蛋价格突然上涨原因
主要有为：随着温度的逐步
升高，蛋鸡已步入“歇伏
期”，产蛋量下降，导致鸡蛋
价格的上涨；今年上半年鸡
蛋价格持续低迷，养殖户处
于亏损状态，养殖户积极
淘汰蛋鸡，鸡蛋供应量明显
下降，促使鸡蛋价格的上
涨。

（晏慧平）

灌南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介服务机构备选库遴选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投资项目的中介服

务工作，切实保障各项建设任务有序开
展，灌南县城投公司拟采用公开竞争的
方式遴选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备选库，诚
邀满足资格条件的单位参与遴选，具体公
告如下：

一、遴选的中介机构类型及资质要求：
1、招标代理机构，具有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乙级及以上资质；
2、造价审计机构，具有工程造价咨

询乙级及以上资质；
3、资产评估机构，具有房地产评估

二级及以上资质，全省范围内从事土地

评估业务，具有资产评估资质；
4、规划设计机构，具有建筑工程设

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城市规划编制单位
乙级及以上资质；

5、勘察测绘机构，具有勘察专业乙
级及以上资质或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
6、咨询评价机构，具有工程咨询乙级及
以上资质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
及以上资质；

7、工程监理机构，具有工程监理乙
级及以上资质；

二、其他有关要求：
1、注册资金不小于100万元人民币；

2、参加本次遴选活动前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无不
良业绩、无不良信用记录；

3、近二年承担过至少三项工作业绩
（提供合同原件）；

三、报名注意事项：
（1）本次遴选采用资格预审，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开标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所需材料：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银
行开户许可证、业绩合同、无不良行为承
诺书、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
证。请投标人携带原件 (现场核验后退

还)、复印件（装订成册加章）各一份；
（3）报名时间：2017年7月31日至

2017年8月31日，每日9:00-17:00（节假
日除外）；

（4）报名地点：连云港市灌南县集中
办公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六楼613；

（5）联系人：顾杰 时瑞
电话：13655124001

13655120698
四、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在灌南在线（http://www.

guannan.gov.cn/gnzx/）、连云港日报等
媒体同步发布。

响水老人外出游玩“失踪”七天
灌南民警热情助其回家

本报讯 8月 13日 ，
盐城响水一老人外出游玩

“失踪”七天，连云港灌南
民警发现后多方查询，最终
帮助老人平安回到家中。

当天18时50分，灌南县
公安局田楼派出所值班室突
然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有
一名老大爷蜷 缩 在 某 超 市
墙角，一脸饥饿难耐的样
子，像似迷路找不着家了。
正准备吃晚饭的值班民警周
超闻讯后，放下碗筷带领辅
警赵小宝、朱锦伍不到5分
钟便赶到现场，发现老人六
十来岁，门牙已经脱落几
颗，口齿不清，且精神状态
不佳。由于现场无法获知老
人的姓名及家庭住址等信
息，民警决定将老人带回
派出所，继续帮助查找其家
人。

见老人饥肠辘辘，周超
将老年人带到派出所食堂，
为老人盛满一碗稀饭、递上

大饼、小菜，让老人慢慢食
用。待老人吃完饭，精神状
态恢复，便又慢慢与其交流，
经过耐心询问，最终得知老
人叫陈某志，盐城市响水县
双港镇人，居住在某敬老院。
8月3日上午，他同其哥哥一
起出去游玩，不小心与哥哥
走散后便迷失了方向，由于
没有通讯工具、也没钱，加
之语音不清，只好一直在外
流浪。

通过警务信息平台，民
警周超很快查询到了陈某志
老人及其哥哥的基本信息，
于是开车将其送回双港镇，
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走
失一周的陈某志终于返回了
敬老院。陈某志走失后，其
所在的敬老院领导和当地派
出所民警尽管四处寻找，但
始终没有发现其行踪，见到
老人平安回来，他们连连向
灌南民警道谢。

（王立前 尚永）

建筑业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
我县已有90多个工程参保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权
益，人社部、住建部等四部门下发了 《关
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
见》。根据意见要求，所有建筑业农民工
都应纳入工伤保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为此，连云港市专门出台了 《连云港市建
筑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根据细则要求，在本
市新建和在建的建筑，交通、水利等工程
项目要按照项目进行参保，保费为工程总
造价的千分之二，不得参与竞标。

自从细则实施以来，我县有90多个工
程按照项目参保的方式进行了参保，目前

参保项目中已经有30多名农民工依法享受
了工伤保险权益。其中某工地项目总造价
1800万元，缴纳工伤保险费3.6万元。

县人社局本着积极为广大建筑业企业
和农民工服务的理念，从年初以来共发放
宣传材料10000余份，宣传条幅100余条，
并利用微信群、短信、报刊、举办培训班
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并积极协同住建
局、交通局、水利局等部门共同推进建筑
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解决工伤
职工的维权问题，节约建筑业企业的工伤
成本，推进建筑业企业的工伤预防工作。

（孟凡军）

清华大学总裁班学员
到灌南两岸青年创业园参观指导

本报讯 8月11日上
午，清华大学MBA建筑业总
裁班学员一行 16人 ， 到 灌
南两岸青年创业园参观指
导。

在青创园施工现场，青
创园董事长费云健代表全体
员工对来宾表示欢迎，并从
总体规划、工程质量、房屋
产权、厂房价格以及进园企
业要求等方面作了介绍。

总裁班班长商宇升代表
全体学员对青创园的创业理
念、办园宗旨、运营模式给
予较高评价。并谈了三点收
获，认为费云健的创业精神
和爱家、爱乡的情怀值得学
习；搭建创业平台，实现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通过同
学平台，人际关系辐射，达
到资源共享，彼此事业提升、
情感加深。 （杨培军）

科学布防 合成作战 严密堵控

灌南警方压降刑事发案成效显著
本报讯 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根

据本地社会治安特点，积极谋划，主动
作为，在巡逻防范、基础管控、信息研
判、破案打击等方面加大力度，有效压
降各类刑事发案。截至目前，刑事警情
同比下降17.9%，刑事发案同比下降
13.8%，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等
四类侵财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2%、46.8%、
100%、71.4%，八类案件同比下降9.2%。

推行网格化巡防，是该局压降刑事
案件的重要做法。他们推行以城区派出
所责任区为块、城区主要道路为纲、小
街小巷为线、居民社区为格的城区网格
巡控新模式，围绕重点路段、重点时段，
易发案小区，组织开展步巡、车巡、便

衣巡、视频巡、卡口巡，全力挤压违法
犯罪空间。同时将全县划分8个片区，组
织派出所、交警、治安、巡特警等部门，
通过开展“关城门”、区域联动、设卡盘查
等行动，强化区域协作联防，以增强震
慑力和控制力。

织密视频监控网，是该局压降刑事
案件的又一办法。他们在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下，加大“升级版技防城”建设力
度，投入3000余万元，新建城区监控补
盲和乡镇防控圈、技防“村村通”视频
监控点位1035个，全部接入市公安局图
像实战平台，实现全县重要路口和重点
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侦查破案提供
科技支撑。在此基础上，发动和组织

1000余名群众加入“红袖标”队伍，参
与护村护院、邻里守望、治安协防、防
范宣传等活动，形成了专群结合的防控
体系。各派出所民警还结合“双进双促”
和大走访等活动，采取上门走访、警民
座谈、广场宣传及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
向群众讲解和交流防范多发性侵财犯罪
方法，督促指导机关单位、企业、居民
小区加强安保力量，落实防范措施，使
群众防范意识得到显著增强。

为有效打击各类刑事犯罪，该局坚
持以警务实战平台为依托，汇聚整合资
源，实行多警种合成作战、多手段同步
上案，向侵财、黄赌娼、食药环、涉毒
等违法犯罪发起猛烈攻势，先后抓获犯

罪嫌疑人624人，其中侵财犯罪210人，
侵财犯罪公诉数全市第一。通过深度经
营，破获系列侵财案件15串233起，其中
省公安厅挂牌2串64起。全力压降刑事发
案，全面消除治安乱点，不断提升了群
众满意度。

此外，该局还按照场所业严管、严
控、严查要求，加强对全县34家废旧金
属收购点、230家旅馆、601家修理业等
场所的常态管控，与经营业主签订责任
状，督促落实物品交易的如实登记、重
大情况报告和信息录入制度，堵塞销赃
渠道。通过加大对出租房屋、流动人口
管控，让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无处藏身。

（王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