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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审计局强化“四个关注”

促进国有资产规范管理
近日，灌南县审计局在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中，聚焦国有
资产管理使用情况，以“四个
关注”防范资产流失。

一是关注资产管理制度
建设情况。审查相关单位是否
健全完善固定资产账卡管理
制度，是否明确财务、资产使
用等部门的各自职责，推动责
任落实， 有效规范资产管理。
二是关注资产配置情况。根据
国有资产有关管理规定和配
置标准， 审查设备资产配备、
公务用车管理使用等情况，查
核有无超标准配置、 资产闲

置、 资产使用效益不高等情
况。三是关注资产监督管理情
况。审查相关单位是否定期开
展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是否存
在机构改革、合并后未及时变
更权属等情况，是否及时进行
国有资产明细账的登记、变
更，检查账账、账实是否相符。
四是关注国有资产处置情况。
审查相关单位报废、处置资产
是否按照资产处置程序进行
报批，资产处置后是否及时调
整有关资产账目，查看金额较
大的资产处置情况，关注是否
存在资产流失隐患。（高子钰）

清算公告
连云港市福佑儿童早期发展中心 （登记证号 ：

5232070034620238XB）于2022年7月22日经理事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由闫冬梅、陈健、宋成云、王涛、徐丹丹、
许天龙、王义组成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请有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
请债权。

清算组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669号
联系人： 徐丹丹 联系电话：0518-85831393

公开赔礼道歉书
道歉人因法律意识淡薄， 在赣榆区金山镇石埠村的

非法采矿行为严重破坏了矿产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现根据（2020）苏0724
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书要求， 通过媒体向广大公众真诚
赔礼道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保护生态
环境。

道歉人：韦会方、韦杰

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石埠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8月9日

九举措促港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加大改善型住房商业贷款支持，对前期出现延期交付情况的楼盘加强监管

本报讯 （记者 李耀华 通讯员 杨迅）
昨日，我市公布今后一段时期全市房地产
市场相关政策措施通知，包括调整住房公
积金贷款政策、 加强改善型住房商业贷
款、 延迟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限、
加大人才购房支持力度等9个方面。 旨在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房住不炒”定位，实现“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目标，进一步促进全市房地产市
场健康发展。

商品房贷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整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二是加大改善型住
房商业贷款支持。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
12月31日期间，借款人单方正常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
50万元，借款人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 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提高至100万
元。期间在我市购房的职工家庭，无论是
否占有产权，父母或子女任一方都可以作
为共同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对拥
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
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
通商品住房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
房贷款政策。

基建配套和商品房预售方面：延迟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限，2022年7月1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市区由开发企
业书面申请承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
缴纳从办理施工许可证放宽至第一次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前缴纳；调整商品房预
售政策。市区对2021年7月1日后新出让商
住用地在2023年12月31日前申请预售证

的项目，对工程形象进度的要求视同信用
考评A类企业；采用担保方式释放部分商
品房预售监管资金。在严格执行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上，由房地产开发
企业申请，采取商业保函方式，释放一定
数额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上限为重点监管资金额度的30%。

商品房销售形式方面：举办线上线下
房展会，市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情
况下，可适时举办线下房展会。市区和赣
榆区联合举办线上房展会，线上房展会为
期不短于一个半月；加大人才购房支持力
度，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
间，C类以上人才、D类人才、硕士（或副高
职称、高级技师）和“双一流”本科生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放宽至120

万元、100万元、70万元。 夫妻双方可叠加
使用；支持集中批量购买商品房，支持企
业团购商品住房，由开发企业给予一定的
优惠。

此外，进一步压实县区政府稳定房地
产市场主体责任。各县区（管委会）政府在
充分调研本地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可进一步出台促进属地房地产市场
稳定发展的调控政策。对于存在非疫情原
因连续停工三个月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各县区（管委会）政府应成立工作专
班，落实“一盘一策”机制限期及时协调处
置。 对前期已出现延期交付情况的楼盘，
要加强监管，区别情况处置，情况严重的，
可采取要求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在建
楼栋暂缓建设等措施保交楼。

跑出大修“加速度” 撑起防暑“遮阳伞”

东海全速推进公路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烤”验着项目

建设。在东海县公路大修工程、小修保养、
农路建设等民生实事项目施工现场，建设
工人不惧“烤”验，奋战在热浪滚滚的施工
现场，奋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无惧 “烤 ”验 ，跑出大修工程 “加速
度”。 烈日下，245省道养护大中修工程建
设工地上，摊铺机轰鸣运转，压路机、运料
车来回穿梭， 各类大型机械开足马力，40
多名工人抓紧工期加快施工，正“火热”推
进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刘洋介绍，该工
程位于房山镇区至连徐高速东海出入口
路段，施工总长度为6.6公里。受3月疫情
影响，工期推迟1个多月，为了把损失的时
间补回来，施工单位紧扣目标，优化施工
组织，增加人员设备，战高温迎酷暑，赶工
期保进度，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程建
设目标任务。“我们采取全封闭分段施工
方式，增大机械施工作业面，加快施工进
度，现在进行的是房山镇区段，目前除了
完成全路段6.6公里老路面铣刨工作外，

还完成了房山段基层修补和2.9万平方米
水稳层摊铺工作，水稳层养生期后将进行
沥青面层施工，整个工程达到序时进度。”
刘洋说。2022年， 东海县公路民生实事项
目涉及2条省道大中修、5条国省干线小修
保养、94条农路扩建等工程。 在严格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
求的同时，相继与公安、质检部门建立联动
机制，加强协调沟通，加快工程前期手续办
理速度， 采取优化施工方案， 增加人员装
备， 实行挂图作战等机制， 既做到抢抓时
间、加快速度，又保证施工质量、提高效益，
公路各项建设工程跑出了加速度。

提升 “炎 ”值 ，跨越小修保养 “新高
峰”。“路上坑塘铺平了， 开车一路顺畅再
也没有颠簸，我们出行真是舒心多了。”每
天上下班开车经过267省道的王先生说。
与高温较量、同暑气抗衡，养路工人用汗
水铺平一条条坦途， 也提升了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最美“炎”值。在267省道
东海县白塔埠镇南塘村路段的养护现场，

养护工人头戴安全帽，身穿橙色工作服，
顶着酷暑修补道路，轰鸣的机械声，滚烫
的沥青，再加上高温天气，施工现场热浪滚
滚，将养护工人的脸“烤”得通红，个个汗流
浃背。因为车流量大、水毁及热毁等因素交
集，夏天往往是公路网裂、沉陷、坑槽、破损
等病害的高发季， 但也是处置病害的黄金
期。据了解，东海公路部门从4月开始进行
小修保养集中整治行动， 全面修补治理辖
区范围内主干线公路病害。目前已完成464
省道、236省道、310国道的路面病害修补量
2.3万平方米， 维护工程量同比增长15.6%，
超序时进度近20天， 路面病害修补率
81.6%，位列全市第一。接下来，还将紧锣密
鼓开展311国道和236省道小修保养集中活
动，稳步推进小修保养各项工作。

落实 “凉 ”策 ，撑起防暑降温 “遮阳
伞”。大暑节气，户外施工是中暑事故的高
发期。为了降低安全风险，该县公路部门
提前制定了防暑降温方案，通过采取一系
列人性化的措施，改善一线职工的劳动条

件和生活环境，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
地的施工安全。236省道双店段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头顶烈日井然有序地施工，项目
经理程磊介绍，这周以来，施工现场温度
在40度以上， 所以工地按照防暑降温方
案，及时调整了工人的作息时间，安排他
们在6时至10时和15时至19时两个时段施
工，尽量延长午休时间避开高温。除了“抓
两头、歇中间”，严格控制户外作业时间，
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外，在农村公路李安
线改建项目部还有许多人性化的措施：在
施工现场搭建茶水棚，里面有桌椅、矿泉
水和提前泡好的绿豆汤，方便工人饮水和
休息。为了保证工人们的一日三餐，项目
部预定了清淡可口的工作餐，让工人们吃
得既卫生又营养。在农村公路青康线新建
工程工地食宿间，同样是各类防暑降温物
资储备充足， 管理人员提前将清凉油、藿
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分发给每一位工人，
而且提醒他们要随身携带， 以备不时之
需。 （李娇）

连云区开展夏季专项行动

化解5起欠薪隐患
本报讯（记者 陈兵 通讯员 黄青）连日

来， 连云区人社部门执法人员奔波在全区
各个工地、企业之间，扎实开展根治欠薪夏
季专项行动。 对辖区内22个在建项目进行
全覆盖巡查，重点针对其中9个项目实施两
轮帮扶指导，下发问题清单7份，落实问题
整改10条，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2份，累计
化解欠薪隐患5起。

“请提供农民工花名册、工资发放表、
考勤表、银行流水凭证。”“请介绍你们项目
实名制用工管理、 人工费用拨付等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执行情况。”专项行动中，连云
区人社部门盯紧盯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实名制管理、总包代发、工资保证金等
核心制度，通过“一户一清单”式欠薪隐患
排查、靶向落实问题整改，全面排查和化解
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风险点。同时，全面畅通
线上线下受理渠道，严查部省督办、上级批
办、举报投诉等各类欠薪线索，强化部门联
动，坚持一线三查。

“日最高气温达到40℃时为强高温天
气，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最近，地表温
度通常超过40℃， 我们一般会在11时至12
时以及14时至15时去周围工地查看， 没停
工的勒令停工。”连云区人社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

“发放高温津贴，会不会增加企业经营
成本？”“高温天气停工、倒班，会不会影响
施工整体进度？” 对于用人单位的这些顾
虑，连云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解释，在工人
整体工资中，高温津贴占比并不大，加上发
放时段有限， 由此带来的成本企业应该是
可以承受的。 而建设大型工程的项目单位
在做施工计划、 编制人员的时候本来就应
当考虑到夏季高温的因素， 为此需调配足
够的工人以供倒班， 这也是用人单位的社
会责任所在。

连云区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开
展该项活动， 一方面强化用人单位对高温
作业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视， 落实各项
防暑降温措施，确保安全度夏。另一方面引
导企业员工增强自身安全保障意识， 错时
作业，劳逸结合。

8月8日上午， 国网东海县供电公司组
织职工参加爱心献血活动，60多名职工累
计献血约18000毫升。

记者 肖婷婷 通讯员 徐田浩 摄影报道

港城大道慢车道人行道改造出新
本报讯（记者 黄威 通讯员 黄晗松

蒋克俭）近日，市交通控股集团权属交
通集团对港城大道凌洲广场至佟圩立
交段慢车道及人行道进行维护维修和
改造出新，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

笔者在现场看到， 施工人员冒着
高温有序进行施工作业。 在道路两侧

慢车道上，沥青自卸车、摊铺机、压路
机等一字排开， 正按施工工艺及程序
向前推进， 一段段崭新的沥青路面迅
速展现。

港城大道是市区连接东部城区的
主要城市干道。针对港城大道慢车道部
分路段出现的道路网裂、松散、沉陷及
坑塘等多种路面病害，人行道出现路缘

石、道砖及大理石板等交通设施损坏的
情况，市交通控股集团权属交通集团及
时对该病害路段进行铣刨并重新摊铺
沥青路面， 对人行道损坏的路缘石、道
砖及大理石板进行更换维修。 目前，该
路段慢车道、人行道维修工作已基本完
成，消除了安全隐患，为市民出行创造
更加舒适的交通环境。

连云区人大常委会

督办老旧小区加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本报讯 （通讯员 谢飞童 丁超）近

日，连云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赴
连云街道庙岭社区，实地考察了解老旧
小区加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代表建议办
理情况，进一步推进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连云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充

电桩的安装、运行情况，并结合该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 相关
代表就考察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希望以
点带面加快推进街道辖区范围内充电桩
建设，解决“飞线”充电问题，满足群众电
动自行车充电需求。

督办组要求，承办单位要积极担当、
主动作为， 加快办理进度， 提升办理质
量，切实遏制和杜绝因“飞线”充电导致
安全事故发生，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解难事，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日前，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组织海
巡169轮，对港区海域内锈蚀严重的67号灯浮标进行更换，有效
保障连云港港主航道通航安全。

记者 张泽瑞 通讯员 耿玉和 李佩嶂 摄影报道

昨日，赣榆区劳动监察大队开展高温期间农民工劳动保护专项检查，指导用人单位按规定严控高温时段工作时间并及时发
放高温津贴，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据了解，此项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邵世新 江玲 摄影报道

连云港供电公司

完成夏季尖峰电价首次结算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通讯

员 卢颖 李玮） 日前，连云港
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夏季尖峰
电价首次结算。经统计，我市7
月执行尖峰电价累计达14天，
截至8月初， 已完成对全市
1500余户315千伏安及以上的
高压大工业用户对应时段的
尖峰电价的核算及发行。

7月起，连云港供电公司
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做好夏季
尖峰电价准确结算、顺利收取
工作。及时告知大工业用户执
行尖峰时段，核查客户档案信
息，确保尖峰执行告知短信发
送无误，帮助用户错峰用电；同
时， 开展尖峰加价系统算费测

试，前后开展典型用户试算、市
场化用户预抄预核， 提前发现
尖峰加价用户档案问题和量费
异常问题并整改到位。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有
关事项的通知》， 日最高气温
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对
315千伏安及以上的大工业用
电在10时至11时和14时至15
时两个时段执行夏季尖峰电
价，以峰段电价为基础，上浮
20%。 以110千伏电压等级的
大工业用电为例，其日常高峰
时段电价为 1.0259元/千瓦
时 ， 其 尖 峰 电 价 将 达 到
1.23108元/千瓦时。

田楼镇

移风易俗弘扬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 殷

倩）灌南县田楼镇日前召开全
镇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会议，全
镇120余名机关工作人员和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签订党员
干部移风易俗责任书。

近年来，田楼镇多措并举
有效推进移风易俗各项工作，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支
撑。创新运用“积分制”等方
式，将破除陈规陋习、红白喜
事简办等移风易俗新内容纳
入积分设置，充分调动村民积
极性，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
程度。建立红白理事会、乡风
文明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群

众性自治组织，加强红白喜事
管理， 切实减轻农民群众负
担，净化社会风气。设立移风
易俗公示栏，将移风易俗纳为
“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好
婆婆好媳妇”等评选的重要标
准，引导群众孝老爱亲、重义
守信、勤俭持家。同时，发挥
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
用， 通过道德讲堂、 农家书
屋、党员活动等载体，定期组
织县镇人大代表和 “田楼好
人”开展理论宣讲、先进典型
报告会、村民评议会、文艺汇
演等活动， 大力弘扬新人新
事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