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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2018年启东市第四届职工文化节暨
全市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市体育馆开赛。该活动由
市总工会主办、市乒乓球协会承办，比赛采用5人
团体对抗赛形式，全市共有20支队伍参加比赛。

潘杨 孙利摄

本报记者 刘吟菊

从普吉岛返回上海的这几天里，小艾
本不愿过多回想，但泰国游船倾覆事故的
搜救情况仍不时牵动她的心。“如果不是
耽误的那一小时，真不知道我们会是怎样
的境遇。”

小艾今年35岁，启东人，现定居上
海。6月29日，她与老公带着12岁的大女
儿从浦东机场出发，前往泰国曼谷度假。
同行的，还有好友一家三口。7月2日，6人
抵达普吉岛。这个泰国最大的海岛，拥有
着众多天然的美丽海滩和椰林，周边的30
多个离岛也各具特色。其中，浮潜圣地皇
帝岛是人气NO.1，保留着原生态的风光，
海景可媲美马尔代夫。

一行5人登上游艇
小艾一行6人通过飞猪旅行，订购了7

月5日，也就是事发当天，“皇帝岛+珊瑚
岛”的一日游。“早上6点多，雨下得很大。我
们担心行程是否能正常进行。”小艾并没有

留意前一天普吉府发布的“强风和风暴”预
警，但早起的瓢泼大雨令她有些不安，于是
联系了网站客服。“客服让我们询问当地导
游，然而我们并没有导游的联络方式。”

一个多小时后，导游按行程约定来到
小艾下榻的安纳塔拉酒店。此刻，天空竟
放晴了，这给了小艾一颗定心丸。因身体不
适，友人的丈夫没有出海。“我们5人作为
一个家庭，船上一共9个家庭，人数不一。”
小艾说，抵达码头后，他们上了游船。那艘
船不大，就一层。船头船尾都可以坐人。

延误“一小时”赢得生机
一路阳光微风，但海上颠簸，本就晕

船的小艾与12岁的女儿很快吐了起来，
“全程就那么趴着，动一下，胃里就一阵翻
江倒海。”第一站是珊瑚岛。岛上水上运动
项目很多，潜水、海底漫步、香蕉船、摩托
艇等，不过，重头戏还是皇帝岛的深潜。他
们原定于下午4点多返程，由于海底世界
实在太美，整整延后了一个小时。

而正是这一小时，让整船人远离了海

上风暴中心。下午5点多，大家登船离岛。
不久，天变了。“5分钟前还艳阳高照，一下
子就乌云密布。”小艾回忆，因为前一批
返程的游船没有按时抵达码头，导游决定
停在近海区域看看情况。“当时，除了我们，
周围起码还有十三四条船只。”风浪越来越
大，船体也越来越颠簸。出于安全考虑，船
长们用绳索将每两只船连在一起。导游大
声提醒众人重新穿好救生衣。上船前，导游
曾建议，将救生衣脱下，枕着小憩片刻。
而小艾一行，一直没有脱下救生衣。

6点半左右，有同行的游客通过微博
得知，前方有两条船翻了。“大多数人并没
有慌乱。虽然环境恶劣，但安全是可以保
障的。”大幅度的颠簸下，船舱里的大多数
游客，甚至导游都吐了。小艾挣扎着掏出
手机，给母亲打了视频电话，简短地告知
目前的情况。

退回皇帝岛平安回家
在海面停泊了4个多小时，风暴依旧

没有减弱的迹象。船长表示，当晚先统一

退回皇帝岛。小艾猜测，这可能是普吉府
的命令。“岛上统一安排了晚餐，让我们在
招待所暂住一晚。”小艾告诉我们，一同上
岛的大约有几百人，大多是中国人。招待
所只一张床，没有热水、没有空调。全身是
沙子的黏腻，小艾一家几乎没怎么睡着。

“凌晨2点多醒了一次，5点多又醒了。”
第二天一早，泰方陆续安排游客撤离

皇帝岛。“我们是6号下午的飞机返程。”
小艾说。上午10点多，他们抵达普吉岛码
头，回酒店匆匆洗了个澡，整理好行李，就
赶往机场。这时，小艾才知道，得知游船倾
覆的消息后，朋友的丈夫已与酒店方面商
量，准备联系大使馆。好在，有惊无险。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小艾心头涌起劫
后余生的庆幸。“在生命面前，其他什么都
不重要了。”虽然未亲历灾
难，但小艾感同身受，她热
切关注着消息，祈愿更多的
游客平安回家。

（扫码看更多）

幸运！只差一小时，这名启东母亲远离普吉岛风暴中心——

和死神擦肩而过
打错电话索要账号
将错就错诈骗获刑
本报讯 接到陌生人电话说要给自己发工资，

海门一男子明知对方打错电话，出于私心依旧将
自己银行卡号发给对方，骗取人民币3万余元。近
日，市人民法院对何某犯诈骗罪案作出一审判决，
何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两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6000元。

今年2月11日，何某接到一陌生电话，向其索
要银行账号。三言两语间，何某听出了对方宋某某
的来电意图，原来宋某某将何某误认为是自己员
工陆某某，故要求其提供银行卡号用于发放工资。
正愁没钱给自己工人发工资的何某顿时产生冒用
陆某某身份骗取工资之念，遂通过短信将自己的
银行卡卡号发给宋某某。宋某某在向何某提供的
账号转账时，输入陆某某的名字却一直转账失败，
疑惑之下便再次询问何某。为了拿到这笔钱，何某
解释账户没有问题，并谎称该卡是用朋友的身份
证办理，催促宋某某尽快打款。

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宋某某通过手机银行
向何某提供的银行卡转账32315元。当天，何某通
过ATM机查询发现钱已到账，便陆续提取所得钱
款。因担心宋某某找上门来，何某特地停用了与其
联系的手机号码。

2月27日，何某被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何某亲属代为
赔偿被害人宋某某人民币32315元，何某取得宋
某某谅解。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何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综合其犯罪情节及认罪、悔
罪表现，市人民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黄晓燕 季月华）

市人民法院推行网上立
案成效初显

网申立案逐月递增
本报讯 7月9日，法官姚苏金在工作平台审

查模块审查通过了张某某在诉讼服务网提交的执
行申请，这也是7月份姚苏金审查通过的第12个
网上执行申请。

截至目前，今年启东法院已处理网上立案申请
227件，其中退回补充材料34件，退回申请62件，成
功受理131件。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25件。

“4月12日，我们联合启东市司法局召开了网
上立案工作推进会，明确从7月1日起，所有系列
案件、有专业代理人的民商案件和全部执行案件
实行网上立案。”启东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沈亚
菲如是说。

数据显示，4月12日后，各家律所和法律服务
所即开始配合法院推进这项工作。5月起，网申立
案数突增，5月71件，6月100件，7月截至目前已
34件。

据沈亚菲介绍，“目前来看，推行网上立案成
效初显，但网申案件数量占比仍不高。由于还在初
步推广阶段，部分申请人对提交材料的完整度、准
确度把握不高，导致退回率高。我们也在考虑提供
参考范本，以帮助提升一次通过率。”

（黄晓燕 季月华）

本报讯 日前，《启东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试行）》公布。政策
出台后，不少老小区的住户既欣喜又盼
望，盼望着谁家先行一步给大家“打个
样”。记者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幸福二村
一号楼成为了“先行者”，这栋楼的电梯增
设已经进入批前公示阶段。

在幸福二村一号楼公示的申报报告
上，楼道的全体业主都已签名，公示的效

果图显示，加装的电梯将设在楼道入口
处，通过廊桥连通每个楼层。

据了解，幸福二村一号楼建于1998
年，迄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包括一层
车库在内共有七层，三分之一以上的住户
年纪超过了50岁，住户们对加装电梯的
呼声很高。

7月14日，幸福二村一号楼增设电梯
的公示期截止。此后还需通过行政审批

局、国土、住建、市管、城管、消防、发改委、
环保供电等相关部门对申请人提供的初
步设计方案进行论证，提出会办意见。再
办理相关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一系
列流程后再交由施工单位进行安装。届
时，幸福二村一号楼将成为《启东市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试行）》出台
后首个增设电梯的居民楼。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很多居民，特别

是老年居民期盼的一件民生实事。随着
《启东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
（试行）》的公布，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有
了政策依据。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会涉
及到不少问题需要协商解决，但会有越
来越多的小区，像幸福二村一号楼的居民
一样，经过大家的努力，用上电梯，让生活
更便捷。

（王天威 朱俊俊）

继老小区增设电梯政策出台后

我市首个“加装”小区进入公示期

7月8日晚，由南城区街道主办，东珠新
村社区承办的“‘争做文明人 共建文明城’
南城区街道第十一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
式暨七彩夏日启动仪式”活动在人民公园举
行。活动中，南城区街道艺术团、东珠社区文
艺队等表演者同台献艺，现场吸引了300余
名市民观看、互动。 潘杨 张晓燕摄

社区文化节
文明近距离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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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保障安全供水
竭诚为您服务

24小时报修热线：
12345（城乡）83316540（城区）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诚信专业
婚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
会委托创办，十年来，使无数有情
人相识、相知、相爱！现有数千名
单身贵族期待您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微信：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看世界杯玩竞彩奔驰smart天天送
看世界杯玩竞彩，奔驰 smart天天送，21辆

smart等着你，更有1000部华为手机大放送。活动
详情见店内海报。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热烈祝贺
中福在线销售厅6月27日

喜中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启东市公安局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通知书

启公（萍）行告知（2018）第2号

遗失启事
▲胡英（身份证号码：

320626196803080429）遗
失启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
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
一份，房源位置：光华苑东
侧4号楼1号车库。声明作
废。

▲朱元兰遗失退休证
一份，号码：411873。声明
作废。

▲启东市残疾人联合
会遗失启东市非税收入一
般 缴 款 书 2 份 ，号 码 ：
05411590、05378999 。声
明作废。

▲启东市盈泰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公
章编号：3206810000091。
声明作废。

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公告

启东农商银行2018年度基层营业网点装修
工程施工监理项目已经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
来源是自筹，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
优选定监理单位。投标人可从：启东百业网、农商
行网站（http://www.qdnsyh.com/）下载获取
本工程招标公告信息及详细内容。

咨询电话：0513-83351266

被告知人：
胡 玉 珍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26196402290820，户籍地：江
苏省启东市惠萍镇公和村二十八组
42号。

告知内容：
处罚前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拟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
知如下：

2018年05月24日15时30分
许，在启东市惠萍镇公和村二十八
组你宅，你和房阿红为生活琐事发
生口角，后你和房阿红发生肢体冲
突，相互揪对方的头发，殴打对方造
成双方均有不同程度受伤。我们认
为，你与房阿红是亲戚关系，双方为
了琐事发生矛盾，本可以协商解决，

而你们双方却为此发生殴打，致双
方不同程度受伤。你殴打他人的行
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因你们
双方均不愿接受调解，我们将依法
对你予以处罚。

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和申辩、
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
你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的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
陈述和申辩。如需要陈述和申辩的，
你应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七日内向启
东市公安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陈述申辩。

启东市公安局
2018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