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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最善变的是什
么？各有各的说法，但在南京，大多数人会
选择天气：周末还是三十三四度，到了周一
夜间，大风大雨就将来袭，气温将暴跌至25
度左右——这还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吗？

上周大半周的天气都很舒爽，一直维持
在略低于30度的状态，不过到了周末就变了
样子，温度一下蹿升至34度左右，空气干燥，
闷热难当，俨然一副炎夏的模样。和苏南地

区相比，我省西北部的温度更高，昨天连云港
最高温度达到了36度，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来。由于温度太高，补水成了必修课，江苏气
象台表示，相比防晒，补水更重要。

闷热的天气将持续？不，江苏南部从来就

不会是常规模式，根据江苏气象消息，从今天
晚上开始，我省将开启大风暴雨模式，且伴有
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状况，提请市民注意防范。

6月18日至20日是我省大部分地区的
常规入梅时间，但今年并不会随着这场降雨

顺利入梅，因为在这场雨后，我省又将进入
晴朗高温天气状况，入梅还得再等等。

虽然有大雨大风，让人出行有些困难，不
过也有好消息，毕竟消了暑，明天我省从北至
南，最高温度只有25度左右，让人很舒服。

大风暴雨来袭，最高温度暴跌

本报讯（记者 朱波）日前，南
京市应急管理局与江苏省安全生产
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合作包括：共同推进成立联合研
发中心，打造技术创新平台；推动双
方已有科研和业务成果的融合创
新；以及面向未来，推动双方全面战
略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记者在合作协议中看到，一方
面，依托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科技研发中心，南京市应急管理
局与其联合成立“城市应急与公共
安全研究中心”，作为双方开展科
技合作的载体。双方选派相关专
家和业务骨干加入“城市应急与公
共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开展课题

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
促进科技和管理人员交流合作，工
作成果双方共享。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安全生产与应急大数据监
测预警支撑平台”的研究成果，以
及南京市应急管理局着力打造的

“安全应急八大平台系统”和数据
积累，共同打造适合南京实际的综
合性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风险分析
研判、预报预警体系，提升为南京
市及下辖各区开展生产安全事故
与自然灾害防控工作服务的能
力。强化科技引领，推进创建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江苏省安全生产
科学研究院将发挥安全科技优势，

围绕城市安全发展面临的重大需
求，整合专家资源，拓展研究视野，
联合开展政策理论研究、关键技术
攻关、标准制定、技术咨询等合作，
推动城市安全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成
为南京市应急管理局科学决策的

“思想库”和“智囊团”，共同推进城
市安全发展，提升南京城市安全和
应急管理水平。

合作双方表示，将着力打造适
合南京实际的综合性安全生产、自
然灾害风险分析研判、预报预警体
系，提升全市开展生产安全事故与
自然灾害防控工作服务的能力，并
引领安全与应急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南京借助专业力量合作制创新城市应急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韦启雯 记
者 徐嵋）6月 16日是父亲节，
可对于有些男性来说，想成为爸
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什
么阻碍你成为爸爸？哪些行为
会影响“小蝌蚪”的质量？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
男科主任金保方教授表示，对生
殖问题的认知不足和处理不当，
让不少男性难以成为爸爸。

据了解，男性的阴囊温度一
般低于人体腹腔温度 0.3-0.5
度，而这时是生精的最佳状态。
一旦睾丸周围的温度因某种原
因升高，生精功能就会出现障
碍，导致精液出现异常，比如精
液内精子密度降低，精子活动能
力下降，畸形精子增多等情况。

金保方教授表示，如果长期
处于高温闷热环境如蒸桑拿等，则
会大大影响精子的成活率，严重者
甚至会导致死精或无精子症，从而
造成男性不育。比如长期从事以
下工作的人群：开挖掘机的工人、
澡堂搓澡工、不通风的小饭店厨师
以及喜爱蒸桑拿的男性等。

烟酒是伤害精子的罪魁祸
首之一，如果长期吸烟或者是长
期喝酒的话，对于精子的伤害是
不可逆转的。金保方教授指出，

香烟中的尼古丁会杀伤精子，造
成精子发育不良、畸形、有缺
陷。如果准备要宝宝，最好在计
划受孕前3个月至半年戒掉吸
烟的不良嗜好。此外，酒精、熬
夜、茨菇、可乐、咖啡及辛辣食品
以及不规律的生活饮食习惯也
会对精子的产生造成不利。

有些人认为夫妻平时不同
房，直到女方排卵期再同房，这
样可以提高受孕率。其实，这种
做法不仅不会提高受孕率，反而
会使受孕率大大下降。金保方
教授表示，男性在禁欲2-7天体
内的精子的质量、数量最佳，低
于两天精子数量不足，超过7天
精子质量下降。对于正在备孕的
夫妻，专家建议每隔1-2天进行
一次夫妻生活最佳。在女方排卵
期的前后一两天同房，都是容易
怀孕的。如果备孕期超过一年没
怀上，建议夫妻双方都要去医院
进行检查。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越来
越多的夫妇想生二胎。不过，
35岁以上的高龄夫妇常会出现
不易怀孕，或怀上后自然流产率
高的情况。专家指出，35岁以
上想生孩子的夫妇应先去医院
检查，评估身体状况后再备孕。

父亲节来了，
这些生育问题要纠正

本报讯（通讯员 宁公宣 记
者 万森）6月15日、16日两天，
南京 5.1 万名考生将参加中
考。为做好中考安保工作，南京
警方加强全市交通及学校周边
秩序管理，严格落实各项校园安
保措施，强化对考场周边巡逻，
全力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和谐
的考试环境，有效确保了全市
128个考点1750个考场5.1万
名考生中考考试安全顺利进行。

6月15日上午8时40分，
一中考考生进考场后，发现走错
考点，便立即向校门口执勤的南
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巡特警大
队民警求助，得知情况后，民警
潘治国迅速将该名考生从南京
市第十二中学（中山北路）校区
送到（大桥南路）校区，及时赶上
考试，顺利地进入了考场。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公安局

成立了中考安保工作应急指挥小
组，指导协调全市中考期间的安
保工作。公安内保部门全力配合
教育、保密等部门做好试卷运送、
保管等流程的安全保密措施，并
组织民警对全市试卷保密室、存
放点和考点（场）等重点部位进行
安全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南京市公安局相关分局在
中考各个考点门口划设安全控
制区域，设置隔离带和防冲撞设
施，每个考点派驻3名以上警力
驻点执勤。南京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等部门将全力配合做好中
考期间的治安等工作。

根据统一部署，南京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城区相关大队，在考
前加大对辖区中考考点周围道路
的交通秩序整顿力度，重点对机动
车疾驶轰鸣、违法鸣号、车辆乱停
乱放等违法行为加大了查处力度。

订合同、发工资和做业务分别由有关联的不同用人
单位来执行，职工劳动权被侵害，维权究竟应该找谁？
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的一件劳动争议案例，
以公司法刺破公司面纱理论为基础，对人格混同企业的
职工，提供了一个有益维权思路。

2014年3月，涂先生入职上海A公司，任区域经理，
工作地点为苏州。2016年10月，涂先生与A公司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同日，A公司与B公司确认A公司拖欠涂先
生工资12.15万元，由B公司自2016年12月份起分六个
月支付给涂先生。此后B公司并未完全履约。涂先生向
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令：B
公司支付拖欠工资39800元，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A、B
公司对欠款无异议，只是因偿付能力有限，希望分期付款。

与涂先生签合同的是A公司，给他发工资的是B公
司，签署《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也是B公司，两个公司法
定代表人、经营地址均相同，B公司还是A公司的发起
人和股东之一，发生工资拖欠这样的劳动争议，他究竟
应该向哪一个公司主张？

仲裁委审理认为，A、B两公司系人格混同的关联
企业，涂先生虽系A公司员工，但工资一直由B公司支
付，与B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约定由B公司
支付所欠工资并无不妥。该协议已部分履行，B公司亦
愿意支付剩余工资，因此涂先生要求支付剩余工资的仲
裁请求仲裁委予以支持，最终裁令B公司支付拖欠工资
39800元，A公司负连带支付责任。

人格混同是公司法理论，指的是股东在人员、业务、财
务等事项与公司不能区分，导致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构成
与股东人格混同。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
与股东人格混同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是没有股权关

系的关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导致公司人格否
认呢？在公司法实践中还是认可这样的做法的。最高人
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5号确认了关联公司的人格否认制
度，并对如何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做出了详细分析。通
过公司法和指导性案例，建立起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的基本
判断标准。在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况下，公司与股东、关联
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B公司是A公司的股东，且法定代表人同一，
A公司的欠付工资经三方协商由B公司承担，这就表明了
B公司愿意为欠付工资承担责任。事实上，即使B公司不
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仲裁机构仍然可以在两个公司发生人
格混同的情况下，裁判其对劳动者工资支付的连带责任。

本案例的现实意义在于，很多情况下，劳动者的合同
订立、工资支付、日常管理由不同的关联企业承担，在人格
混同的情况下，由这些关联企业对工资、经济补偿等债务
连带承担责任，既符合公司法的一般原理，也可以充分保
障劳动者的权利。苏州的这个案子，可以看出仲裁员将欠
付工资作为公司的债务，否定公司人格，裁令公司与其股
东承担连带责任，体现了公司法和劳动法基础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不过，如果这些关联企业未发生人格混同，是否还
需要承担对劳动者工资等债务连带责任呢？我认为原
则上不应该这么处理，应该由劳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用人单位
承担责任才妥当。

（案件来源：苏州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苏劳人仲案字〔2018〕第
307号）

徐旭东

■老徐评案

公司人格混同，职工维权找谁？

南京5.1万考生参加中考 警方全力护考

哈罗哈单车“益骑”助力听障儿童
本报讯（鲍晶 刘梅卿）6月17日0点-

24点，哈啰单车面向全国用户开放免费骑行
一天。“骑行侠”们可在哈啰出行APP或支付
宝首页点击参与公益骑行爱心助力，为听障
儿童捐献爱心，帮助孩子们尽早接受治疗、离
开无声世界。同时还可以收听到听障儿童朗
读的诗歌音频。

为唤起公众对听障儿童的关注，哈啰单车
联合蚂蚁金服公益、中国听力发展基金会，发
起此次“6·17哈啰单车免费骑行公益日 益骑
唤醒小耳朵”活动，通过免费福利的方式，帮助
有听觉障碍的儿童，让他们能够感受声音的魅
力。数据显示，全国0-6岁儿童中有80万人
患有听力障碍，而50%的孩子受限于经济原因
无法及时得到治疗。其实，听障儿童若能及时
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并且尽早接受康复训
练和融合教育，就可以回归有声世界。

“扬州的夏日”多项活动惠游客
本报讯（王槐艾）昨天上午，“扬州的夏

日”特色文化旅游活动启动，从6月中旬持续
至8月底，扬州聚焦“研学、美食、音乐、乐活”
推出10大节庆赛事活动、20大文化科普及夏
令营活动和10条旅游线路产品，给市民和游
客夏季游扬州提供更多的选择。

“扬州的夏日”文旅活动期间，扬州除了丰
富精彩的活动外，将实行重点景区门票、联票
优惠政策，其中，瘦西湖景区6、7、8三个月优
惠至60元。瘦西湖、大明寺、个园、何园、古运
河水上游览线联票6、7、8三个月150元。同
时，大中小学生暑假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瘦西
湖、大明寺、个园、何园、汉陵苑、扬州八怪纪念
馆等六大景区。对来扬参加国际会议、国际赛
事的嘉宾和运动员在会议、赛事期间实行凭有
效证件免费游览上述六大景区政策，对在扬的
500人以上大型会议参会人员团体游览六大
景区实行门票挂牌价五折优惠。

中国大运河文化带数据库在扬启动
本报讯（王槐艾）日前，中国大运河文

化带数据库建设项目在扬州启动。
该项目由扬州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建设，是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研究与利用的基础性工程。该数据库将
立足扬大、扬州，服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本着
先做好顶层设计、后分步实施的原则，与沿运
河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共建共享，最终建成开
放、实用的大运河文化带数据平台。

南京校园体育结硕果
本报讯（秦文 赵叶舟）在日前举行的首

届世界中学生U15排球锦标赛上，南京一中
男排和南京三中女排双双夺冠，不仅为中国
代表团争得了荣誉，也显示了南京校园体育
结出的累累硕果。

南京市体育局竞体处处长聂磊介绍，南
京市体育局和教育局已联合命名了208所阳
光体育学校，包含30多项体育运动，涵盖田
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
击剑、跆拳道、柔道、体操等所有奥运项目以
及武术、啦啦操、龙舟、定向越野、民族绳毽等
非奥项目。并在师资配备、经费投入，招生政
策，教学训练，场地器材设施等方面，对这些
学校给予支持和保障。

遗失启事
●遗失百澄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苏州高

新区分公司法人章（号码3205019962896），
财务章（号码3205019962695），声明作废。

●南京市雨花台区许小英小吃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114600369634 ，
声明作废。

●南京市玄武区宝磊农副产品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02MA1QQTP29C；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张磊）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欧桑纳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郑旭君南京理工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毕
业 报 到 证 不 慎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201910288100971，特此声明。

●遗失盐城市城南新区金君衣柜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20913MA1W60PXXG， 正 本 编 号
320913000201803080025， 副 本 编 号
320913000201803080065，声明作废。

● 遗 失 唐 子 锡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P320232635，声明作废。

● 遗 失 车 云 路 就 业 证 ，证 号
201970159103，声明作废。

江苏保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25

日上午10时在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20号翰苑宾馆“江苏保利拍卖会议室”拍卖“江苏
鹏程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等9户不良债权”标的资产。截止2019年3月26日，标的资产
包不良债权本金4346.62万元及相应欠息、费用等。债权明细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地区 本金余额（万元）
1 江苏鹏程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 399.92
2 徐州激活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 193.32
3 江苏恒龙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徐州 882.33
4 丹阳市精工工具有限公司 镇江 393.34
5 江苏瑞尔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 299.00
6 苏州好运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 350.00
7 苏州慧光毛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 529.53
8 苏州市元平亮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 399.17
9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灵岩工业品商场 苏州 900.00

合计 4,346.62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
竞买需提供营业执照及章程复印件,及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该单位25%股权、合伙权
益、基金权益等权益的自然人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竞买人保证金汇款凭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意向竞买者须办理保证金缴纳手续，拍卖保证金100万元，保证
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下午17时，以款实际到达委托人账户（户名：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南京和平支行；账号：
4301017929100162041）或拍卖人账户（户名：江苏保利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
银行南京市湛江路支行，账号：507971611250）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拍卖成交（含当日）三日内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并付清全部
价款，拍卖保证金、意向保证金（如有）等转为履约保证金，可冲抵债权转让价款。

公司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333号郑和国际1幢1101室
咨询电话：025-86222401 13057519896沈女士

江苏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7日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11时在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一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常州弹簧厂有限公司等20户不良债
权”标的资产。截止2019年5月15日，该标的债权为18643.33万元本金及利息费用等，标的债权本金明细如下：

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竞买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
位需提供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25%表决权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法人代表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意向竞买者须
办理保证金缴纳手续，拍卖保证金300万元，保证金缴纳、登记截
止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下午17时整，以款实际到达委托人户
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
行：工行南京和平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或拍卖人

账户（户名：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南京山西
路支行，账号:4301024309100118027）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拍卖成交（含当日）三日内签署债权

转让协议并付清全部价款，拍卖保证金、意向保证金（如有）
等转为履约保证金，可冲抵债权转让价款。

公司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
咨询电话：025-83477092 13505141430

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序号 客户名称 地区 本金余额（万元）
1 常州弹簧厂有限公司 常州 250.00
2 江苏六林粮油有限公司 常州 345.28
3 常州协和永昌蚊帐有限公司 常州 605.00
4 天宁区雕庄亿生建材商行 常州 762.47
5 溧阳惠明实业有限公司 常州 999.92
6 溧阳嘉鸿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 1,200.00
7 溧阳雷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948.00

序号 客户名称 地区 本金余额（万元）
8 溧阳市巨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 1,500.00
9 江苏燕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 909.44
10 常州市亚润建材有限公司 常州 290.00
11 常州市得乐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 常州 389.23
12 常州埃力生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799.99
13 常州市汉超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 499.73
14 常州市成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 400.00

序号 客户名称 地区 本金余额（万元）
15 常州市伟祥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979.42
16 常州易宝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299.99
17 南通金意达商贸有限公司 南通 260.55
18 江阴市南洋纺织有限公司 无锡 3,999.97
19 江苏高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 2,004.34
20 常州恒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 1,200.00

合计 18,643.33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11

时在南京市中山南路866号4楼会议室拍卖“江苏星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标的资产。
截止2019年5月20日，该不良债权为9992878.17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费用等。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竞买需提
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最新公司章程、单位须提供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25%或表决权的
自然人身份证明、法人代表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意向竞买者须办理保证金
缴纳手续，拍卖保证金50万元，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下午17:00时，以款实
际到达委托人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南京和
平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或拍卖人账户（户名：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兴业银行南京城北支行，账号：409440100100163341）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
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含当日）三日内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并付清价款，竞拍者
的拍卖保证金、意向保证金（如有）等转为履约保证金，可冲抵债权转让价款。

公司名称：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866号4楼
咨询电话：025-86556671、18913940203张先生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为期10天的第十九届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日前在山水广场举行。龙虾是盱眙的经济名片，目前龙虾养
殖面积达80万亩，龙虾年交易量超10万吨，产业规模超百亿元，带动10万人脱贫致富。 周海军 摄

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