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葛 燕 版式设计：徐玉平
要闻·综合

城
管
先
行

环
境
保
卫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 450平方米房屋招租，

适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
招租。电话：13506286821

遗失启事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

徐长军）“如何申请国家专利奖？”
“企业融资有哪些特色金融产
品？”……5月8日下午，区市监局十
总分局邀请辖区内 20多家民营企
业负责人开展了“企业家进市监”暨

“银企对接”活动。
活动中，区市监局相关科室工

作人员向企业家们介绍了知识产权

保护、物价监督管理等相关服务内
容，并邀请江苏银行通州支行的同
志进行金融产品介绍，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作为小微企
业，我们迫切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融
资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今天的活动
对我们企业今后的市场开拓和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南通蝶绣
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滨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今年以来，区
市监局十总分局通过定期走访辖区
内企业，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和难
题，全面开展了商标广告助企、融资
平台搭建、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品
牌创建帮扶等专项服务，千方百计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推动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我们组织企业家走进市监部
门，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服务平
台，不仅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职能，
也让我们了解企业家目前需要我们
做点什么，以便今后能更好地‘对
症下药’服务企业，为全区高质量
发展作出我们市监部门应有的贡
献。”区市监局十总分局局长陈卫
明表示。

区市监局十总分局
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 通讯

员丁鹏鹏）5月11日上午，刘桥镇
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之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暨“欢乐
江海行”送戏下乡扫黑除恶宣传
专场。

本次专场活动主题为“我和
我的祖国——弘扬传统美德，共
建幸福刘桥”，包含歌伴舞《我和
我的祖国》、诗朗诵《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跟党走》、舞蹈《芳香
如故》、腰鼓《咏唱中国梦》等 18
个节目。文化志愿者们热情饱
满、表演精彩，赢得了台下观众的
阵阵掌声。活动中间穿插扫黑除

恶相关知识有奖竞答环节。来自
刘桥社区的观众施顾华说：“今天
的文艺演出好看好玩，还懂得了
不少扫黑除恶的知识。”

此次群众大联欢活动是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的具体
实践。刘桥镇将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深入摸排涉黑涉恶线索，确
保全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刘桥镇送戏下乡宣传扫黑除恶

问：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包

括哪些内容？

答：根据《江苏省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工程质量法律、
法规、规章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执行情况；

(二)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
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
实体质量；

(三)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
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

量行为；
(四)抽查进入施工现场的

主要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以
及预拌混凝土、砂浆质量；

(五)监督工程竣工验收；
(六)组织或者参与工程质

量事故的调查处理；
(七)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

量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八)依法对违反工程质量

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实施处
罚。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葛宏亮） 5月10日上午，金沙街道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双月”启动仪
式暨专题培训活动上，街道邀请了
安全生产专家对辖区内工商贸企
业、学校、医院负责人及安全管理
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蔡晓芳说，
他们准备在五月、六月进行企业安
全技术规程、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
度等安全生产相关方面的教育培
训，开展居民用电安全全覆盖宣
传、三合一等场所专项检查等活
动。

金沙街道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今年以来已部署推进企业主体
责任告知承诺、车库违规住人违规
使用燃气治理等多个专项行动，企
业主体责任告知已完成779家，占
辖区总数的35%；发放《居民住宅
防火注意事项宣传单》 4910 份，
形成全街道齐抓共管安全生产的浓
烈氛围。

为吸取响水“3 · 21”爆炸事
故教训，金沙街道积极开展危化
品、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从
严从细排查，检查工商贸企业、环

保固废企业等重点单位共 70家，
发现隐患 163处，已基本整改到
位。除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抓好专项整治外，街道采取“事前
执法”措施，已事前立案执法 5
件，涉及金额5万元。对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的两家企业作出勒令停产
整顿的处罚，待验收合格后方可复
工生产。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街
道还多方联合，深入行业检查。在
检查学校时联合教育行业专委会，
检查建筑工地时联合建筑专委会，
检查餐饮行业燃气安全时联合燃气

专委会和社区等。蔡晓芳表示，通
过“双月”活动，让街道上下进一
步提高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认
识，增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的自
觉性，真正树立“没有安全就没有
生产”的理念，管控风险，排查隐
患，确保生产安全。

金沙街道开展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双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春香 通讯员

高莉雯 葛书）醉酒后发生交通事故
本已私了，为省下车辆维修费，肇
事司机灵机一动找朋友“代驾”，
想让保险公司当“冤大头”，然而
这一切都没能躲过通州交警的火眼
金睛。5月13日，肇事司机戴某因
涉嫌危险驾驶被通州警方立案侦
查。

5月5日晚，区公安局先锋派出
所交通管理中队接到一起蹊跷的报

警，报警人戴某先是称发生交通事
故需要交警到场处理，不到五分钟
又表示已自行与对方协商处理了。
然而，半小时之后，交警再次接到戴
某报警要求出警。民警到达现场
后，仅发现一辆车头被撞得面目全
非的小汽车以及自称是驾驶员的张
某和报警人戴某。当民警向驾驶员
了解事故细节时，张某闪烁其词，一
旁的戴某却频频向张某使眼色，满
嘴酒气抢着回答。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张某呼气值为0mg/100mL，而戴
某呼气值高达300mg/100mL。结合
此前两人的异常举动，民警初步判
断里头有猫腻，经过政策攻心和法
制教育，张某和戴某主动承认，实际
司机是戴某，而张某是戴某为了骗
保临时找来“顶包”的。经了解，当
天晚上戴某酒后驾车回家时在先锋
街道周圩村路段撞上了一辆停在路
边的三轮车，汽车左前部面目全

非。戴某与三轮车驾驶员达成协
商，互不要求对方赔偿。在三轮车
离开后，戴某想找保险公司理赔便
报了警，意识到自己喝了酒后又赶
紧撤回，可考虑到车前部基本报废
修一下起码得小两万又不甘心，便
找了朋友张某“代驾”，未料两人蹩
脚的表演被民警当场拆穿。

经鉴定，戴某属醉驾。目前案
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醉驾酿事故已私了 找“代驾”骗保终露馅

吴智强（身份证号码为320683199201014556），遗失购买佳源都
市住宅18#204室贷款发票，发票金额为49万元（肆拾玖万元整），号
码为05299438，作废。

张柯遗失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毕业就业协议，院校代码为
13980，作废。

戴舒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号码为3206122013011194，作废。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为推
动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
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到
位，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宣传发
动力度，5月 13日下午，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学义带队抽查
了我区部分牵头单位主城区宣传
发动工作落实情况。

李学义一行先后实地检查了
区体育中心球类综合馆足球场、
南山湖公园、万达广场、育才中
学、北山大饭店、大润发等 20多
个相关点位，与相关负责人面对
面交流，仔细询问扫黑除恶宣传

发动推进落实情况，并分析存在
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落实措施。

李学义要求，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统筹协调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工作，细化举措，狠抓
落实；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公布
举报检举的方式和渠道，发动人
民群众进行检举揭发，调动群众
积极性，最大限度获取有价值的
案件线索；要注重工作效能，构建
条块结合、无缝对接的工作格局，
形成斗争合力，精准发动宣传，切
实提升宣传发动的覆盖率和群众
知晓率。

区领导抽查扫黑除恶
宣传发动工作落实情况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6月 17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1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户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网址：https://sf.taobao.com）公开
拍卖南通市东源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坐落于通州区金沙镇银河路北
侧厦门路东侧银河湾 6幢 504室
房产及部分家电家具。本标的拟
进行二次拍卖。当次拍卖流拍
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
交的，后续拍卖自动取消。第一

次起拍价：1446800元，保证金：
28万元，增价幅度：7200元。咨
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9年 5月 13日起至 2019年 6
月 14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
询，有意者请与法院联系，于
2019年6月14日下午16:00至16:
30 统一安排看样，联系电话：
0513-68910073。凡有意参加竞
买者，请关注淘宝网司法平台。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统一
部署，区人大常委会成立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组，从 5月中旬
开始在全区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

为了在执法检查中突出问题
导向，回应社会关切，增强监督实
效，依法推动打好碧水保卫战，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执法检查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欢迎社会各界向执

法检查组提出水污染防治方面的
问题、意见和建议。

征集时间为1个月（2019年6
月 15日前），在此期间设立联系
电话：0513-86028033（工作日，
上午 9:00～12:00，下午 1:30～5:
30）；电 子 信 箱 ：tzrdgzcy@163.
com；邮政信箱：通州区人大常委
会环资城建工委；邮编：226300。

特此公告。
南通市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5月15日

关于公开征集水污染防治方面
问题意见和建议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王春香）5月
14日，区实验小学、育才中学教
育集团一体化办学新闻发布会举
行，区实验小学与金乐小学，育才
中学与文山初中将携手发展，互
助共赢，打造通州教育“云平
台”。这也标志着我区基础教育
改革迈出了新步伐，规模化、集团
化、联盟化办学进入新阶段，优化
教育资源配置、放大优质教育资
源效益走出了新路径。

2015年12月，我区成立了育
才中学、实验中学、金郊初中等 6
个初中教育集团，通过加强区域
统筹、搭建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优
质教育资源的辐射、示范和带动
作用，各初中教育资源配置更加
合理，学校管理水平、教师队伍素
质和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区
域之间、校际之间发展差距明显
缩小。在此基础上，实验小学、通
州小学、金沙小学等 6个小学教
育集团也相继成立。

为更好地适应我区社会经济
发展新要求，促进基础教育进一
步均衡发展，我区审时度势、大胆
创新，在全区率先推进实验小学、
育才中学教育集团办学一体化。
今后，实验小学将通过办学理念、
文化构建、师资建设、特色课程、
活动开展等五个“一体化”，把学
校的核心理念向金乐小学推广，
同时深度融合师资队伍，将“学校
人”改为“集团人”，借力实小名师
资源提升促进乐小师资队伍的成
长。文山初中将充分借助育才中
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在学校管理、
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特色打造等
方面借鉴宝贵经验，努力建设一
所学生喜欢、家长放心、教师幸
福、同行认可、社会满意的新优质
学校。

当天上午，实验小学和金乐
小学、育才中学和文山初中分别
签订了一体化办学协议。

副区长樊小燕参加活动。

打造通州教育“云平台”

我区率先推进实验小学、
育才中学教育集团办学一体化

作为一家专

业的非标自动化

设备研发、自动

化装备集成的技

术型企业，位于

石港科技产业园

的江苏准信自动

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点围绕

智能装备、智能

生产、智能服务

等领域，全面提

升创新能力，持

续技术创新，成

为行业标杆。去

年，公司销售超

亿元，今年力争

实现销售 1.5亿
元。 卑多敏 郭

杰 徐玉婷 摄影

报道

持续技术创新持续技术创新持续技术创新持续技术创新
成为行业标杆成为行业标杆成为行业标杆成为行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