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社区

“太阳花”志愿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武娜 通讯员

段芳） 在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
社区有一支“太阳花”志愿服务
队，他们都是退休居民，平均年
龄60多岁。天气逐渐转冷，老旧
小区的居家安全成了志愿者们
关心的问题，连日来，“太阳花”
志愿服务队成员分成5个小组，
每人负责50户家庭， 向大家宣
传消防安全和疫情防控知识。

志愿者赵秀兰负责的是大
庆东路沿街住宅楼。早晨7时，
她就走出家门，向居民宣传疫
情防控常识和冬季安全知识，
提醒大家强化个人防护，戴好
口罩， 按时参加核酸检测。同
时告诉居民要叮嘱孩子在家
中不能玩火、居民电动车严禁
室内充电等。2个小时过去了，
她负责的区域已经全部讲解
完，随后她又拿着记录本逐幢
楼登记消防设施。

葵花社区地处市中心，这
里住着的35%都是老年居民，个

别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
难免遇到“买药难、下楼难”等问
题。 日前，89岁老人徐怀英经常
服用的药吃完了， 由于时间太
晚，出门不便的她打电话向志愿服
务队寻求帮助，志愿者王雪莹连忙
去药房买来了药给老人送去。

“居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居民有任何需求,我们都应该第
一时间去了解帮助,尤其是一些
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 王雪莹
说。 志愿者还为辖区内的高龄、
空巢、独居老人等提供上门义务
理发、 打扫卫生及心理疏导服
务。

“‘太阳花’志愿服务队成立
于2016年， 目前有15名成员，他
们年龄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经
76岁了。 他们立足社区实际，围
绕服务居民为宗旨，开展了各种
各样的志愿服务， 为民解忧，让
社区更和谐，居民居住环境更美
好。” 葵花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秋
玲说。

昨日，东海县李埝乡安监所、水务站工作人员在巡查矿坑周边
的安全隐患。 李埝乡现有大型废弃矿坑4个， 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
米。该乡因地制宜，按照能耕则耕、宜渔则渔的原则对其加以整治、
利用，增加矿坑周边土壤的肥力，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将山顶的矿
坑建为蓄水池， 用于灌溉农田， 成为造福该乡高山村710户村民的
“富民池”。 通讯员 陈达 谭子凤 张计周 赵成洁 摄影报道

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

“三步走”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
连日来， 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党

支部持续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热潮，“三步走” 高频次、 快节
奏、全方位地抓学习、抓部署、抓落实，
切实把全体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城建控股集团党委
工作部署要求上来。

营造浓厚氛围， 打响领学 “发令
枪”。支部组织全体党员重点学习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新内容、 新论断、 新提

法，坚持把握全文通学、重点深学、要
点精学的总体部署要求，积极营造“人
人知晓、人人关心、人人学习、人人理
解、人人认同”的浓厚氛围。

学习研讨系统谋划，引领发展注能
量。 支委班子率先集中学习研读大会报
告原文，带头学原文、讲精神、谈体会，切
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邀请专
家学者授课、党员座谈交流、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等形式深学研读大会报告， 认真

学懂弄通报告的重大意义、 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确保学出成果成效。

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学习领悟添
动能。支部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任务， 迅速把思想、 认识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紧抓深化
改革、 项目推进、 资产盘活、 安全稳
定， 以高站位系统谋划攻坚年度重点
目标任务。 （刘清）

东海龙梁河治理工程启动

日前， 笔者从东海县水务
部门获悉， 龙梁河治理工程已
开始进行勘察设计招标， 这也
标志着该工程正式启动， 预估
总投资2.77亿元。

据了解， 龙梁河位于东海
县西部，由大石埠水库开始，通
向石梁河水库，全长65公里，该
河道除2015年对龙梁河竹墩闸
至羽山闸段进行治理外， 其余
段多年未进行治理，河道淤积、
行洪能力差，河道弯道、支流较
多，岸坡易受冲刷，部分河段堤
防存在管涌、渗水现象，河道内
部分建筑物老旧破损， 亟需进

行综合治理。该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疏浚河道38.28公里，加
固堤防1.8公里， 新建护坡5.8公
里、防汛路61.7公里，拆除重建
沿线病险建筑物78座，新建智慧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1项。项目计
划于2023年开工建设，完工后龙
梁河排涝标准将达到5年一遇，
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保护下
游东陇海铁路、连徐高速、G310
国道和S236省道等基础设施安
全，同时保护人口30万人、耕地
面积约60万亩，并改善区域水生
态环境。

（丁晨露 吕福宁）

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催告通知

连云港市恒永物流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杨友民 （身份证号码320723196612250057），于

2018年11月6日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2019年
11月21日被灌云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视同工伤。

因你单位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你单位应当支付该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

现该职工家属已向我处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我处
2022年11月18日受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本催告
通知书登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书面凭证报送本单位。如你单位未按
时足额支付或不支付的， 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和不良诚信记录
由你单位承担。本处在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将
依法取得要求你单位偿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联系电话: 0518-88656151
灌云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

2022年11月23日

连日来，连宿高速公路灌云县下车镇段建设工地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坚守岗位，加班加点组织施工，确保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
成工程任务。该项目的建成，对完善我市及灌云县交通网络、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飞鸿）

东海县白塔埠镇

“三融合”建设农村生态河道
“之前家门口的八一渠都是绿油

油、脏兮兮的，还漂浮着许多垃圾，散发
着怪味，大家都不愿意往河边走，现在
河道清洁干净没有杂物，河边也没有异
味，走在路上都觉得心情舒畅。”日前，
东海县白塔埠镇新元村村民张逸云感
慨。近年来，东海县白塔埠镇以“功能达
标、水流通畅、水清岸洁、生态良好、管
护到位”为标准，坚持“三个融合”，积极
开展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打造了“河畅、
水清、堤固、岸绿、景美” 的“清水绕城”

生态美景。
强化领导与细化责任有机融合。该

镇党委政府将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制订年
度工作计划，强化责任落实，以高标准、
严要求推进各阶段目标任务落实落细。
同时将生态河道建设纳入年度重点项
目，列入重要考核指标，并多方筹集260
多万元， 全面启动镇村生态河道建设工
程。

集中整治与长效管护深度融合。针

对全镇河道多且分布不均匀的特点，该
镇积极组织镇村力量集中开展漂浮物打
捞、 垃圾清运、 护坡清理等集中整治行
动，共计清理沟渠、河道12条，清理垃圾
杂物20吨，整理护坡6800平方米。在做好
集中整治的同时， 镇党委政府积极建立
健全联席研判、信息共享、巡查检查、限
期整改、责任追究、河长管护等十余项工
作机制， 以规范科学的长效机制打造群
众满意、生态良好的镇村河道。

营造环境与综合利用全面融合。该

镇坚持以恢复农村河道基本功能、提高
水安全保障能力、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
为目标，加大水生态修复力度，积极构
建“互联互通、引排顺畅、水清岸洁、生
态良好”的河道体系。在营造良好水生
态环境的同时， 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因
地制宜地发展河道生态游、 一日观光
游，推动河道综合利用，在实现增效增
收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的知名
度、美誉度。

（孙林杰 孔宪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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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警部门

开展“净窗行动” 整治五类“黄牛”
本报讯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关宁

焦轩） 有些车友在办理车驾管业务时，
可能会遇上帮忙代办、 包办的 “热心”
人。近日，市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部署
开展“净窗行动”，集中整治公安交管窗
口非法中介扰民问题，进一步净化窗口
服务环境，努力为企业和广大群众办理
业务提供快捷、高效的便民服务。对查
处的非法中介问题，情节严重的依据相
关法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据交警部门介绍，在群众办理车驾
业务时， 主要存在五类非法中介问题：
公开承揽有偿代办、追逐拦截群众及车
辆等扰民现象；以“选吉祥号”“车检包
过”“考试包过” 和 “学时费”“约考费”
“打点费”等名义虚假宣传、编造谎言欺
骗群众谋利；利用插队办、优先办、加急
办等名义谋取利益；内外勾结违规办理

车辆登记、车辆检验、驾驶人考试及“买
分卖分”；以各种手段欺骗、鼓动驾考学员
舍近求远，不就近参加考试，收取较高“吃
住费”“路费”“适应性训练费”谋取利益。

对上述五类非法中介问题， 公安机
关将组织集中统一行动严查违法违规行
为，形成高压严打态势。同时，还将完善
巡查机制， 通过视频动态巡查及值日警
官、值守人员巡查，加强对办事场所窗口
及周边秩序的巡查管理， 对巡查发现的
非法中介可疑人员及时处置，并建立“黑
名单”库，对非法中介扰民行为及时固定
取证。

据了解，对查处的非法中介问题，情
节严重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

以“代办业务”为名，骗取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驾驶人财物，符合《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予以治安管理

处罚；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的，以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公安交管对外办事服务窗口或服
务大厅以及周边区域招揽、拦截、纠缠、
滋扰他人代办业务， 影响交警部门正常
工作秩序，或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
代办业务，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
条款规定的， 分别以扰乱单位秩序和强
迫他人接受服务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对“买卖”交通违法记分分值行为，
以及组织、参与欺骗、贿赂或者弄虚作假
等手段办理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证以及
机动车记分管理业务的行为， 将视不同
情况处以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

对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
“不法代理代办服务”信息的行为，分别
依照《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进
行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符合《刑

法》相关条款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追究刑事责任，符合《网络安全法》
相关条款规定的，以非法获取、出售、向
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予以行政处罚。

此次“净窗行动”将五类业务场所列
入整治重点，包括：市、县（区）车管所及
车管分所周边、院内以及服务大厅、服务
窗口； 公安交管部门设立在机动车销售
企业、 二手车交易市场等登记服务网点
周边以及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机动车检
验机构特别是大中型客货车检验机构周
边以及服务大厅、服务窗口；交通违法处
理窗口周边及违法处理大厅、窗口；驾驶
人考场周边及候考区、服务大厅窗口。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群众，“放管服”
改革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公安交管服务，
请大家切勿轻易相信“黄牛”，谨防上当、
受骗。 如果发现非法中介， 请立即拨打
110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俗语·江苏卷》
第二卷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晨晨）日前，记者从中
国民协获悉，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崔月
明主编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江苏
卷》第二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成果之一，是崔月明继2019年
主编出版第一卷之后的又一项成果。

该书第二卷为歇后语部分， 流传于江
苏的歇后语丰富多彩， 是江苏广大民众集
体创作、 享用并传承的乡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生动反映了江苏的地方人文风貌
与语言特色。 本卷收录在江苏流传甚广的
歇后语5000余条，共计120万字。对每条歇
后语进行了释义， 内容包括与其相关的民
俗生活、地方知识、使用场合、文化内涵、民
众观念、社会功能、表达效果等语境信息与
文化背景等。

据悉，崔月明因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俗语·江苏卷》 第一卷被列入首批示范
卷，成绩突出，受到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表
彰， 并被聘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俗语专家组成员。

市区环卫日均清扫落叶5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徐璐

娜 袁洪宾）昨日，气温骤降，雨水夹带寒
风，使得不少路段落叶遍地、积水堆积，
市区环卫部门组织环卫工全部上路，采
用“人工+机扫”结合的模式，进行落叶、
淤泥清理和人工推水、 排水等作业，日
均清扫落叶5吨， 全力保障市民出行方
便。

在海州区海昌南路，环卫工人高万
香正用大扫帚清扫落叶，可刚刚扫干净
的路面，一阵寒风呼啸而过，转眼又积
满了树叶。高万香说：“今天下雨，落叶
黏附在地面上， 清扫落叶的难度很大，
我们的工作量大了很多。”

“目前，城区高峰期每天落叶约有5
吨， 平常每日落叶约3吨， 全年约500

吨。” 海州区环卫处工作人员张伟介绍，
由于落叶重量受季节、天气影响较大，鲜
叶较重，枯叶较轻，所以相同体积的落叶
重量相差可能很大， 特别是雨后的落叶
又多又重，尤其是城区多条主干道两边。
环卫工们只有清扫、再清扫、巡回保洁，
然后推着大扫帚把落叶聚拢成堆， 及时
清运。

同样忙碌的还有海州区环卫处清扫
车驾驶员陆春亮， 他正顺着海宁路将沿
途的垃圾和落叶扫进机器中。 负责此路
段的海州区环卫处新南站站长徐亚秋表
示：“针对各路段落叶量情况， 我们采取
‘人工+机扫’的作业模式，提高清扫效
率，海州区道路清扫已基本实现机械化。
但因大型树叶、树枝无法吸扫，容易卡在

车内造成堵塞；此外,落叶为轻飘物,扫盘
在清扫的过程中落叶容易四处乱窜，很
难聚集。所以在落叶相对集中、机械清扫
不便的路段进行人工重点清扫、 延长作
业时间， 并组织工人定期清理绿化带内
飘落的树叶，提高落叶清扫效率。”

为了确保有效收集落叶， 连云区环
卫部门采用前期收纳， 后期集中清运的
办法。“每年秋季落叶清扫工作要持续2
至3个月，遇到风雨天气最多时一天要清
理落叶10多车。” 在连云区中华路段，笔
者看到环卫处墟沟所所长何西洋带着十
几名环卫工人将道路沿线落叶清扫收集
到一起，以方便统一收集处理。

“这里面装的是树叶。为了将落叶及
时清理干净，每天凌晨5时多我们就开始

工作了。” 环卫工人傅长高说，“对于落
叶，我们非常头痛，进入落叶高峰季节，
其已成为道路污染的主要来源。 由于落
叶重量轻、 数量多， 稍遇大风就漫天飞
舞、满街狼藉，清扫困难。有时这边刚清
扫干净， 又有风从树上或别处吹来其他
落叶。”

为更好应对秋冬季落叶多的情况，
连云区环卫处还使用了一辆大型落叶
清扫车。新设备能够收集树叶、树枝，粉
碎后树叶、树枝体积减小，实现减量收
集。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传统落叶收
集工具，备足大号编织袋、改良轻便扫
把等，巧妙清理、清运落叶，保证路面落
叶能够高效及时收集，缩短落叶滞留路
面时间。

最近这段时间，港城多阴雨天气。图为11月22日拍摄的连云区宿城街道枫树湾雨后美景。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徐子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