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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公寓一期 216 套装修完毕
预计年底迎来首批人才入住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了
解到，市人才公寓一期 216 套公寓装修工

程 6 月底完成，目前已通过竣工验
收，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批人才入住。
据了解，市人才公寓是市委、市
政府为大力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构
筑人才资源高地，加速人才聚集，
满足引进人才生活需求而建造的，
通过社会机构运行管理，提供给符
合条件的相关人才作为过渡性使用
的居住用房。市人才公寓由市国投
公司负责经营管理。整个项目包括
人才公寓、人才市场及综合配套设
施等。
人才公寓地处市区东南部，南
临世纪大道，西靠惠阳路，北至金沙江路。
项目占地面积 26716.4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101416 平方米。其中六栋高层为人才

公寓楼，共 612 套，套型面积 60~130 平方
米;人才市场及配套用房在 5 号综合楼裙
房北侧 1~3 层，建筑面积 7309.5 平方米;
南侧 1~3 层和地下一层，建筑面积共计
18746.4 平方米。1~4 号楼地下室车库（地
下一层），建筑面积 6935.07 平方米;5 号
楼地下室车库（地下一层、二层），建筑面
积 9618.8 平方米。该项目共设有 425 个汽
车车位和部分自行车车位。
国投公司下属子公司御龙房地产开
发公司按照项目要求，首期对其中的 216
套酒店式公寓进行了精心设计及装修，并
配齐智慧人脸识别系统、中央空调、洗衣
机、电视机、冰箱、热水器、餐桌椅、沙发、
书桌椅、衣柜、床铺等配套设施。目前，216
套公寓已全部完成装修，家具、家电等生

活设施配置到位，聘请的专业化物业公司
也已全面接手进行服务管理。
7 月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人才公寓
“探营”。首期装修好的 216 套公寓主推
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两种户型。冰箱、空
调、电视机、热水器均为知名品牌，家具均
为橡木材质。人才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
是，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的空间
利用率做到了极致。厨房内未接通燃
气，但入住后可以使用电磁炉、微波炉
等，进行简单的食物加工。同时，楼下的裙
楼内今后将设有可容纳 400 人用餐的食
堂，完全可以满足人才入住
后的用餐需求。
（王天威 潘杨）
（扫码看更多）

本报讯 7 月 5 日上午，启东客运站安检员陆
金飞走到候车室时，留意到候车室第一排的座位
上有一只银灰色的包。陆金飞走过去仔细询问了
周围的旅客，旅客都摇头说不是自己的，于是，他
赶紧将包交到了值班室。
为能及时联系到失主，陆金飞和值班长盛卫
平一起打开了包，包里有苹果电脑一台、一个黄金
挂坠和其他几样较为贵重的东西。失主的包里还
有一个文件袋，陆金飞根据文件袋里的一张协议
书，找到了失主季先生的电话。此时，失主季先生
正乘坐在启东至盛泽的大巴上，已经驶离车站半
个多小时了。在接到盛卫平打来的电话时，他还丝
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丢失了行李。
大约半小时后，季先生的弟弟和母亲匆匆赶
到值班室，经核对失物无误后，领回了季先生遗
失的拎包。
（黄晓燕 周玲屹）

供电服务贴心
用户写信感谢
本报讯 日前，本报收到南阳镇永兴村村民陆
素群写来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南阳供电所所长李
华为民着想解决实事。
去年春夏之交，陆素群的父亲离世，出殡当
天，南阳供电施工队刚好在她父母的宅边进行线
路改造施工。看到老伴亲手栽种的庄稼被施工人
员踩踏，陆素群的母亲十分激动，极力阻止施工人
员工作。双方处于僵持中，李华赶来现场协调，他
说：
“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站在你们的角度我很能
理解你们，是我们没有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好，这件
事我一定负责到底。”随后，李华主动留下电话及
微信，
告知她们有事可直接联系他。
事后，陆素群娘俩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知道
最终补偿是否真会按时到位。一星期后，庄稼的赔
青补偿如实兑现，
陆素群和母亲才放下心来。
从那时起，陆素群通过李华的微信朋友圈，常
常能看到他热爱工作、关爱员工、帮助群众的点滴
日常。除夕夜李华和员工一起值班吃年夜饭，事故
抢修中总有他忙碌的身影，他发起的启电公益微
信群帮助了很多孤寡老人和弱势群体。事情虽已
过去许久，但陆素群仍想通过本报，对李华表达感
激之情。
（狄佳佳）

文艺巡演
消暑惠民

7 月 10 日晚，由汇龙镇政府主办，临江
村、林洋公司和市气象局承办的“祖国颂 家
乡美”2019 年汇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悦动汇
龙——第十三届“村村乐”巡演活动在临江
村拉开帷幕。文艺爱好者们带来了水兵舞
《再一次爱你》、三句半《临江社区实在好》、
架子鼓表演《远走高飞》等 15 个精彩的节目，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姜雨蒙摄

虚构充值活动
赌徒诈骗获刑
四人合伙盗窃电缆线 暴力控制仓库保管员

在逃案犯八年后终落网
本报讯 四人盗窃电缆线时，被仓库
保管员发现，他们用暴力手段，将仓库保
管员绑在仓库内床上。今年 2 月，该案中
最后一名在逃案犯廉某宝落网获刑。近
日，廉某宝因犯抢劫罪，被市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6 年，
并被处罚金 1 万元。
市法院审理查明，廉某宝系河南南召
籍务工人员，2011 年 3 月 27 日 0 时许，廉
某宝伙同张某金、董某君、张某广携带大
力钳、手套、胶带等作案工具，蒙面窜至我
市捷捷微电子有限公司仓库大楼四楼盗

旅客大意丢包
客运热心送回

窃电缆线，被仓库保管员杨某某发现。张
某金、张某广、董某君、廉某宝四人即采用
捂杨某某嘴巴、用胶带纸缠绕杨某某嘴巴
和眼睛、用皮线捆绑等暴力手段，将杨某
某控制在仓库内的床上。当晚，四人共计
劫得三种规格的电力电缆线合计 424 米，
并于当日凌晨销赃得款 13000 元。经价格
鉴定，
上述电缆线价值 33353 元。
2011 年 6 月 15 日、6 月 27 日，董某
君、张某广先后被抓获归案。2012 年 2 月，
董某君、张某广因犯盗窃罪、抢劫罪被决

决执行有期徒刑 13 年，并分别被处罚金
11000 元。邀请两人到自己所工作的捷捷
微电子盗窃电缆的该企业员工孟某某因
盗窃获刑 2 年 9 个月，并被处罚金 5000
元。收赃的崔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获
刑 1 年 ，并 被 处 罚 金 8000 元 。2012 年 8
月，案犯张某金落网，同年 12 月因抢劫罪
获刑 13 年，
并被处罚金 1 万元。
今年 2 月 25 日，该案的最后一名案
犯廉某宝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他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审理

中，廉某宝赔偿被害人杨某某 2000 元。
捷捷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损失获得了全部
退赔。
市法院审理认为，廉某宝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劫取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追
究刑事责任。本案为共同犯罪，廉某宝在
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
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综合廉某宝
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市法院遂作出了
上述判决。
（黄晓燕 倪栋威）

本报讯 为筹集赌资、归还赌债，合作镇男子
王某伟以虚构美发店活动的方式骗取他人钱款，
近日，市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王某
伟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 6 个月，并被处罚
金 10000 元。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王某伟虚构
富源美容美发店充值优惠活动，多次骗取被害人
张某某、施某某、黄某、李某某等人的钱款，共计
38698 元。王某伟 2018 年 6 月 25 日主动向市公安
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归案后赃款
全部退赔。2019 年 6 月 6 日，王某伟在市人民检察
院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市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伟的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但其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退赔赃款、预缴罚金，有一定悔罪表现，可以酌
情从轻处罚。综合其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法
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黄晓燕 倪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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