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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普查求真实 如实申报尽义务

寻找热情的你，英伦贵族启
东旗舰店招兵买马

公司主营：高端成品窗帘、软包、墙布、
软装

职位：销售
职位要求：年龄20~45周岁，男女不

限，有过建材销售经验的优先。
薪资待遇：工资3000~8000。日上班8

小时制。
地址：台湾风情街190~196号英伦贵族
联系人：吴小姐 18051655899

英伦贵族软装招聘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遗
失
启
事

▲龚海忠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计
22849.61元（2018年7月14日至2018年7月23日上海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发票号85105139），现声明作废，本人
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启东市汇龙镇小效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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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转让
因本人身体情况急转

饭店，600㎡，精装修，证照
齐全，管道天然气，上下有
电梯，合同期还有二年多，
餐饮黄金地段，有大量固定
食客，可停车几十辆，转让
费面议。
联系电话:13962910878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
路900号3层区域（名仕豪
庭裙房）对外出租，面积
1721㎡，适用于办公用房
或是其他用途。欢迎来电
咨询！
联系电话：18962818185

房屋出租

本报讯 谁都想有个安逸的地方可以
颐养天年，别着急，政府已经替你操好
心了。日前，记者从市城投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了解到，市社会福利中心已经基
本完工，预计明年7月可投入使用。

10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市社会福
利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

张忙碌地施工。“目前社会福利中
心所有大楼已经全部完工，正
在进行内装修，预计明年5月
全部竣工，7 月可投入使
用。”项目负责人张建辉告
诉记者。

据了解，市社会福利中
心位于新城区东侧（东至丁仓

港路，南至牡丹江路，西至泰山
路，北至松花江路），由15栋集医

疗、疗养、康复的现代化大楼组成，建
成后将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集养老和养老
专业的实训基地。主体分为介护、介助、自
理楼、培训4个分区，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72500平方米，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密
度28.73%左右，容积率1.21左右，总建筑
面积约124021.1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 88100.9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5920.22平方米，总停车位1018个。规模
为2052个床位，其中自理区户型共计403
套822个床位，介助区设576个床位，介护
区设636个床位，居家养老设18个床位。

张建辉介绍，社会福利中心与传统养
老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综合”性。这
里不仅有养老院，还有购物中心、老年公寓、
小游园，可以满足老人从生活照料、健康与
医疗管理、精神关爱到临终关怀等一系列需
求。“主体建筑共12栋楼，除2号楼用作办
公外，其余全部为功能性使用。”记者了解
到，社会福利中心从功能性角度进行区域划
分，分别为介助区、介护区、自理区。顾名思
义，入住的老人如果丧失自理能力将会视情
况分入介助区和介护区，而更多的具有生
活自理的老人将会在自助区享受便利、颐
养天年。福利中心还配有餐厅、洗衣房、体
育健身中心、娱乐活动场所、邮政、银行、
理发、报告厅等生活服务设施。

在介助区样板房，记者看到，房间布

局为每间房设3个床位，空调、彩电、卫生
间等设施齐全，还有供休憩的阳台，整体
布局如高配版的“病房”。“至少目前，我在
启东还没见到过装修的这么温馨的医院
病房，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将会在这里享
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张建辉说。

走进自助区的单间，简直令人震撼。客
厅、阳台、卫生间、厨房、大床卧室、冰箱、彩
电、洗衣机……设施一应俱全（如图）。中式
古朴结合现代简约的装修简直可以媲美如
今我们要花天价购买的LOFT公寓。“老人
们完全可以做到拎包入住，除了单间，我们
还准备了多人间，年轻时候在一起的好兄
弟、好姊妹也能一起夕阳红。”张建辉笑言，

“有餐厅、健身房、医务室、小
游园，还有分布各处的健身
设施，只怕到你们80后来这
里养老的时候，会当成年轻
时呆过的大学校园吧。”

（王天威 姜雨蒙）

辱骂哄闹干扰立案
知法犯法拘留七日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法院对法律工作者陈

某某严重干扰法院正常立案工作秩序的行为作
出司法拘留7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决定。

9月26日下午，该院在诉讼服务中心立案
审查接待过程中，陈某某对立案司法工作人员
的释明置之不理，不听旁人劝阻，多次辱骂负责
立案审查的司法工作人员，哄闹办公场所，其行
为严重干扰了法院正常的立案工作秩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法院对其作出上
述处罚。 （黄晓燕 江明霞）

问题拖拉机偷上路
执勤交警逮个正着
本报讯 10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吕四中队开展农村拖拉机违法整治行动，查处
了一辆车辆审验存在问题的拖拉机。

当晚7时许，一辆沿255省道行驶的老式拖
拉机被吕四中队执勤民警拦下，接受检查。检查
中，民警发现这辆拖拉机没有进行正常审验。随
即，民警将该拖拉机带至中队进行进一步处理。民
警介绍，对在审核完该拖拉机的相关手续后，如达
到报废标准，将依法对其进行报废处理。

（朱俊俊 袁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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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市民任先生拨打12345公
共服务热线，反映吕四港镇环城西路新设
的下水管道不通，水都漫到了居民家里。

家住吕四港镇的任先生来电反映：环
城西路那一带正在施工修路，新建的下水
管道不通。“下水道不通，水都漫到我家里
来了，家具都要泡湿了，这可如何是好”。任

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重新改造下水管道。
吕四港镇立即进行核实，安排施工单

位将居民的下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排水
已顺畅。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取得了联系，

对施工期间给任先生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任先生对此表示理解和满意。

下水管道不通导致水漫居民宅下水管道不通导致水漫居民宅
吕四港镇吕四港镇：：已将下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已将下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

10月 7日，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紫薇花苑17号楼北
侧污水井盖缺失，存在安全隐患。

家住紫薇花苑17号楼的张先生来电
反映：小区17号楼北侧的污水井盖已经

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工作人员来
处理解决。“如果有行人或电动车经过没
发现的话，后果不堪想象”。张先生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城投公司接到张先生的反映后，立

即进行核实。经核实，情况属实。物业管
理中心已安排相关工作人员换上了新的
窨井盖，建议居民以后对此类报修可以
直接向物业反映。张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和满意。

小区污水井盖缺失存安全隐患小区污水井盖缺失存安全隐患
城投公司城投公司：：窨井盖已第一时间进行更换窨井盖已第一时间进行更换

10月 1日，市民许女士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336省道和西苑路
交叉路口由西往东车道指向错误。

许女士反映，336省道和西苑路路
口由西往东最南侧是右转弯车道，但是
在路口往西四五十米处的路牌上，右转
弯车道上划的是直行箭头，造成直行车
辆来不及变道。“我下班比较晚，天黑视

线也不够好，好几次在这个路口来不及
变道。”许女士希望尽快更改。

市公安局接到许女士的反映后，立

即派人进行实地查看。据了解，路口公路
行驶标牌及地面车道箭头均为两条直行
车道加一条右转车道。许女士反映的右

侧车道是直行箭头位于路口西侧的路段
上，而非该路口，故箭头无需修改。许女
士对此表示理解。

336336省道车道指向疑似省道车道指向疑似““错误错误””
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无需修改无需修改

启东建全省最大“养老院”
市社会福利中心基本完工，预计明年7月开张

宝马轿车突冒黑烟
路人帮忙齐力扑灭
本报讯 10月16日上午，市区人民路大转

盘东侧路口，一辆崭新的轿车擎盖突然冒起了
黑烟。危急时刻，几辆途经的车辆当即停下，车
上人员迅速下车帮助灭火，将车辆损失降到了
最低程度。

当天上午9时许，一辆崭新的宝马1系轿车
紧急停靠在市区人民路大转盘东侧路口，车头
引擎盖上冒起了黑烟，疑似车辆着火了。驾驶员
是一个老大爷，他惊慌失措地下了车，一边打电
话报警，一边向周围人员求助。

此时，路过的几辆大客车停了下来，车上人
员见此情形不由分说，直接从车上操起灭火器对
轿车着火处喷射干粉，暂时控制了火势。随后，大
家帮助驾驶员打开了引擎盖，此时火势又凶猛起
来，众人使用多个灭火器对着火源猛喷，火情被
成功解除。 （朱俊俊 蔡德胜 范天驰）

前夜喝酒凌晨肇事
酒驾司机追悔莫及
本报讯 10月 16日凌晨5时 50分左右，

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沿江公路华石路口，
一辆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有
人受伤。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值班民警接到
110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民警赶到现
场后发现轿车车头已撞坏，一辆电动三轮车被撞
得几乎全部散架横倒在路面上，三轮车驾驶员已
被120救护车送医救治。民警当即对轿车驾驶员
李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示为酒后驾车。

经询问，李某称昨晚参加朋友聚会喝了点
酒，与朋友聊天到次日凌晨5点多就想着要回家，
心想过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了，况且凌晨路
上人少便怀着侥幸心理驾驶轿车往市区赶。没想
到，途中撞上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李某清醒后，对自己酒驾的行为追悔莫及。

（朱俊俊 蔡德胜）

（扫码看更多）

关于农历九月十九期间
法音寺周边路段禁止设摊的公告

因法音寺改扩建二期工程正在进行全封闭施工，今
年农历九月十九期间不对外开放，故法音寺周边路段（建
设路、河南路、灵秀路、华山路）禁止设摊，对各类设摊销
售且拒不接受劝导阻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无证无照经
营查处办法》、《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由相关部门依法实施扣押、代履
行，并处以没收、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启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启东市公安局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前天上午，笔者来到汇龙镇职工新村
一个路口，看到一个市容管理员对着路旁
一个卖菜的老妇人说：“这几天上面要来
检查，路上菜摊不要放了。”老人听罢，无
奈地收起菜摊，离开时显得有些忿忿不
平，“检查、检查、又搞形式主义！”

老人路边设摊，影响道路交通与环境文
明，这故然不对，关键是市管、市容、街道等
管理人员与文明志愿者应该如何上前劝导。

“明天要来检查了，楼道里不要放东
西，请弄弄清爽！”“这几天要检查了，门店
外边不要出摊了。”诸如此类执法者的劝

导，可以说并不鲜见。说这些话，似乎显现
出执法者同情与无奈，其实反映出这些管
理人员对文明创建缺乏正确的认识。

此举不是正确的劝导，而是一种误
导。它往往会使商贩或居民产生为了应付
上级检查而临时撤摊的错觉，好像过几
天，你再放也就没事了，这样，使违规违纪
的商贩、摊贩看不到自己行为错误的实
质。势必造成迎检时面貌一新，迎检后脏
乱重现，从而使环境整治陷入“整治——
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所
以说，如何正确劝导，在文明创建工作中

作用的确不能小觑。
那么，发现不文明现象该如何教育劝

导?笔者认为，必须从创建文明城市目的意
义的高度去教育。臂如说，发现路边摆摊，
我们就从马路市场影响社区环境、影响交
通去疏导，文明创建、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的角度去引导。再说，提高市民素质、改善
人居环境，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是一
项长期的工作，因此，上级来检查，它只是
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推动，创建的关键是健
全考核机制、落实长效管理，而不是突击
应付，只为三天好看！

近几年来，全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如
火如荼，市区环境面貌日新月异，奋战在
创建一线的干部职工成绩卓著、小红帽、
红马甲的志愿者披星戴月抓劝导、管市容
也是功不可没！目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进入攻坚阶段，教育劝导工作仍是十
分艰巨与繁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教育，耐心细致做好文
明劝导，提升市民整体素质，不要简单说
教甚至误导，才能确保我市创建目标如期
实现。 沈晖

文明劝导莫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