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晚，市区申港城美食
街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云集，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消费。2020
年，我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依托发放消费券、夜
间惠民经营等活动，拓展食、游、
购、娱等多元消费业态，释放消费
活力。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420 亿元，增长 2.3%，增幅列
南通第一。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点亮
夜经济

全市机动车维修经营业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和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8〕28号）关于取消机动
车维修经营许可、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
营备案制度等要求，交通运输部修订并重
新公布了《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2019年第 20号，以下简称《规
定》），自2019年6月21日起施行。我市根
据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从
2019年12月起开始启动机动车维修经
营备案工作。但我们在机动车维修市场日
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新开业的和原办理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但已逾期的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未及时到交通主管部门进行备
案即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情况较
为严重，可能导致机动车维修质量隐患以
及交通安全隐患，威胁社会公共利益。为
进一步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备案制度，切
实保障车辆行车安全，对全市机动车维修
经营者告知如下：

1.按照“老企业，老办法，新企业，新
办法”的原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仍在
有效期内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当前无
需进行备案。

2.新开业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到期后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按
照《规定》要求，及时进行备案，并附送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及《规定》要求
的备案材料（具体备案途径和备案材料
详见本告知书附件部分）。

3.所有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必须在有
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
书所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相应的机动
车维修业务,不得超范围经营及擅自改
装机动车辆。

4.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名称、法定代表
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等备案事项发生
变化的，应当及时向备案机构办理备案
变更。机动车维修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
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30日告知原备案
机构。

5.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组织学习贯彻
好《规定》精神，维修经营和质量管理等
必须符合该规定的要求。

6.我市交通主管部门将开展为期一
年机动车维修市场专项整治活动，加大
对全市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力度，依法依规处置未按规定进行备案
和超范围经营等违法机动车维修经营
户。希望广大合法机动车维修经营业户
积极向我局提供相关非法经营业户的有
效信息（举报电话：83349307），形成较
为浓厚的专项整治氛围。

7.我局还在每季度末将尚在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内及已经办理维修经营备案
手续的一二类企业和车身维修业户名单
函送我市各车辆保险机构。

特此告知
附件：《维修经营者备案准备材料及

备案途径》
启东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1月16日

维修经营者备案准备材料及备案途径
一、维修经营者备案准备材料
1、提交维修经营备案表；(名称与营业执照一致)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名称不能是***）；
3、经营场所证明（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房地产租

赁合同；工作场所位置、面积草图及店面图片）；（合同须加盖名称
章）

4、技术人员汇总表（下表）：

注：a技术负责人要求熟悉业务，掌握政策及技术规范，大专
学历；

b质量负责人要熟悉业务，掌握政策及质量规范，高中学历，
具备适应驾驶证；

c四大工种人员要求熟悉维修技术、操作规范，初中学历。
d上述人员须提供（身份证、学历证书、技术职称或资格证书）

图片（含法人/负责人），一二类须提供人员社保证明或用工合同。
人员所有信息须做在一个文档内，并标注文件名（人员信息表）

5、设备、设施汇总表（下表）：

注：证明材料可以包括（图片、购置发票、检定或校准证明、外
协合同），所有设备图片归入一个文档内并标注文件名（文档大于
20M时拆分成二个文档）。

6、维修管理制度材料汇总表（至少包含下列制度）：

注：须提交分项制度详细内容，所有管理制度的内容放入一个文档
内上传。

7、环境保护措施材料：
a具有喷涂作业的维修经营者，须提供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

治理达标的检测报告，作业区不得设置在紧靠居民区、医院、学校等环
保部门限制的场所；

b废机油、废电瓶等危险废弃物回收处置须与有回收资质单位签订
处置合同，一二类及产生危险废物量较大的三类经营者须建设危险废
物仓库（上传危废仓库照片）。

二、备案途径：
1.关注“江苏运政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江苏运政服务”公众号，

分别点击“业务办理”、“南通”、“维修备案”汉字图标，点“备案申请”，点
首行“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下载”，填写备案申请表后，依提示分别上
传上述7个材料（所有材料文档或图片须标注中文名称），在“机构”栏应
下拉勾选“启东市交通运输局”，材料上传完成经检查无误后点确认提
交。管理部门审核后对提交材料需修改的，在收到修改信息提示后进行
相应修改。网上备案通过后会收到相应提示信息，管理部门电话通知领
取备案表及相关要求。

2.对部分中老年维修经营者通过前述途径进行备案确有困难的，可
向启东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三楼交通窗口）咨询并寻求帮助，
地址：汇龙镇公园南路199号，联系电话83345119。

致全市机动车维修经营业户告知书

融媒体记者 龚圣云 施盛夏

1月12日中午12时，在启东曙
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病床上，56岁
的俞汉斌安祥地闭上了双眼，静静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同时把一份希望留
在了人间。根据俞汉斌生前意愿，他
要无偿捐献自己的遗体和眼角膜。

俞汉斌是汇龙镇克明村村民，以
务农为生，为人淳朴，患尿毒症数十
年，饱受疾病折磨。2015年时，歌手
姚贝娜去世捐献眼角膜的消息，让铁
粉俞汉斌痛心不已，并深受触动，当
即表示自己去世后也要捐献眼角膜。

随即，俞汉斌让女儿联系了市
红十字会。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
病床上，俞汉斌签下了身后无偿捐
献眼（球）角膜志愿申请书。“父亲生
前十分喜爱唱歌，是一个乐观、善良
的人，他希望能让生命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下去，我尊重并支持他的做
法。”俞汉斌的女儿流着泪说。

2020年12月，俞汉斌病危，“父
亲曾说人死如灯灭，遗体能为祖国医
学事业做点事，何乐而不为。”俞汉斌
的女儿强忍不舍，但依然尊重父亲的
愿望。在病床上，俞汉斌在无偿捐献遗
体志愿申请书上坚定地摁下了手印。

1月12日下午2时许，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的医生赶到曙光医院，
与家属一同向俞汉斌默哀告别后，
接受了他的遗体。

“不求生命的长度，但求生命的
宽度和厚度，父亲选择以捐献遗体的

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就是想在生命的最后为社会多做一点事。”
俞汉斌的女儿悲痛之余对父亲有了更深的敬意。

据了解，这是我市第四例遗体捐献。市红十字会
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向俞汉斌的家属颁发了
捐献荣誉证书。

市人民法院道交案件调解数量领跑南通

调解2535件案件
涉案3213万元

本报讯 近日，省人民法院通报最新一期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诉前调解平台工作情况，我市人民法院以成功调解2535件案
件的数量领跑南通，位列全省第三，涉案金额达3213.05万元。

2020年，市人民法院作为全市交通事故处理一体化服务
中心工作的主要参与部门，充分运用全国法院道路交通事故
纠纷诉前调解平台，依托“643”模式，构建诉调赔“一站式”服
务大格局，由当事人、交管部门、保险机构、人民调解组织、法
院、道交事故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等六方共同参与，规范事故
认定、选择调解、司法确认、申请立案四项流程，实现快速确
认、快速送达、快速理赔。 （通讯员 倪栋威）

融媒体记者 鲍欣欣 朱俊俊
张鎏晨 <实习生>

通 讯 员 尹森焱

“你弟弟黄明周的落户手续已全部
办好了，这是他的户口本，可以向村里申
请五保等相关待遇了。”1月12日上午，
王鲍派出所副所长周俊带着一本户口簿
来到二厂村黄明玉家中，将户口簿妥善
交到了黄明玉、黄明周这对姐弟手中。

事情要从1月5日说起。泰兴市救
助站和我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带着一名
年过六旬的老伯，来到王鲍镇二厂村村
委会寻亲。这名老伯略显消瘦，但精神
状态很好，说一口启海话，因智力障碍，
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仅能说出自己的名
字叫“黄明周”，以及“老新港五大队”等
信息。经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查证，“老新

港五大队”很有可能就位于现在的王鲍
镇二厂村。

了解情况后，王鲍镇二厂村党总
支书记张卫找来了村里资历较老的村
干部一同帮忙寻亲，并向王鲍派出所
求助。得知这一情况后，王鲍派出所
副所长周俊立即赶了过来。派出所民
警和村干部在众多旧档案中查找相关
资料，周俊、张卫则带着黄明周，走
遍了村里的各个角落，希望能有人认
出“黄明周”。

“这不是小周嘛！”有乡邻一眼就认
出了老人正是村里走失的黄明周，不禁
喊出了他的小名。虽然黄明周离家多
年，但是外貌特征仍十分明显。在村民
的指引下，周俊、张卫一行人随即带着
黄明周赶往他的姐姐黄明玉家。

在村道上，黄明玉隔着老远，一

眼就认出了这个离家30多年的弟弟。
“30多年前，父母先后离世，加上弟
弟家发生了变故，弟弟的精神状态越
来越差，整天四处游走，突然有一天
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黄明玉回
忆，当时亲朋好友和村干部都帮着四
处寻找，但弟弟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杳无音讯。“30多年过去了……我们
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黄明玉紧紧地
抱着弟弟，泣不成声。

因年代久远，黄明周的户籍早已被
注销。黄明周今年已64岁，年长他10
岁的姐姐也无法全天候照顾他。没有户
口，黄明周无法办理居民医保、五保等
手续，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这让姐姐
黄明玉犯了愁。

为能尽早让黄明周落户，连日来，
周俊多次上门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走

访村里的多户邻居，还找来了姐弟俩的
堂兄弟等亲戚，做了详细的笔录。同时，
周俊也成功地在姐弟俩父亲的户籍资
料中，找到了黄明周的原始信息。

“笔录有了，档案资料有了，村里的
证明也有了，但是还少一样最重要的亲
缘关系鉴定证明。”在周俊的争取下，市
公安局相关技术部门很快为黄明周和
他的一个堂兄弟采集了信息，经分析，
证明了黄明周与堂兄弟的血缘关系，即
证明了黄明周的身份。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在收到相关材料后，第一时间开启审
核，并于1月12日为黄明周办妥了落
户手续。

得知黄明周的户口已经落实，为了
能让黄明周尽早享受到应有的待遇，王
鲍镇二厂村村干部立即着手为黄明周
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编辑：陆金秋 组版：耿佳宇 校对：黄金花 联系电话:8079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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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流浪老人离家33年,户口被注销——

警民携手助其回乡落户

1月28日 8:30~14:30 停电范围：10kV克明
148线 3号环网柜134开关后段线路，10kV牡丹
114线#2294014-4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 停电用
户：启东尚德启智教育管理有限公司（8109274331）

1月 28日 8:30~2月 8日 15:30 停电范围：
20kV洪楹232线 停电用户：启东市华乐新能源电

力有限公司
1月 28日 8:30~2月 8日 15:30 停电范围：

20kV洪园233线 停电用户：无
1月 28日 8:30~2月 8日 15:30 停电范围：

20kV洪信235线 停电用户：国信启东热电有限公
司

启东市供电公司2021年1月下旬计划停电通知

遗失启事
▲启东市惠萍镇庙港村15

组龚伟忠遗失汇泰三期南侧项
目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一份。声
明作废。

▲顾赛锋（父亲）、徐华（母
亲）遗失顾徐（女）出生医学证明
一份，出生证编号：I320596624。
现声明作废。

▲启东市汇龙镇小效村23
组 43 号李兵（身份证号码：

32062619730118019）遗失启东
创新型经济园开发有限公司（拆
迁专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
号码：0000265，金额：143038.50
元，收款项目：科创嘉园 11 号
1207室售房款。声明作废。

启东市合作镇成人教育中心校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经举办单位
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1月15日起90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启东市合作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清算组
2021年1月15日

（五十四）

饭前喝汤好
还是饭后喝汤好？
不同地方的人对喝汤的讲究也各有不同，南方

特别以广东为代表的常常习惯先汤后餐，而多数北
方城市则习惯先餐后汤。

餐后喝汤会稀释胃部已经和消化液混合好的食
物，一定程度影响胃部的消化吸收功能；吃饱后再喝
汤容易造成营养过剩，增加胃肠的消化负担。

餐前喝汤可以对食道和胃部起到润滑保护作
用，还会减少饥饿感，从而帮助减肥。

因此，建议在餐前一段时间喝汤，让口腔和食道
润滑一下，以减少干硬食品对消化道黏膜的刺激，促
进消化液分泌。

启东市吕四港镇成人教育中心校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1月15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启东市吕四港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清算组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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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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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备案和标志牌悬挂管理

安全生产管理

维修质量管理

维修档案管理

人员管理

名称

配件管理

设备管理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收费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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