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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观察

违章搭建、物业管理问题频回潮何时休
城市管理要多做“日常功夫”

11月30日，初雪过后的北京银
装素裹，空气清新。位于北京丰台体
育中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内，
灯光明亮、温暖如春，这里迎来了一
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安徽、
浙江、江苏三地的体彩代销者、“体彩
新长城助学基金”的受助大学生、媒
体代表以及志愿者代表等共96人组
成的“相约体彩”见证团。其中，曾获
得“中国好人”“芜湖市十大平民英
雄”称号的王声林在现场启动了体彩
超级大乐透摇奖机。

共同见证阳光开奖

晚上 6时，见证团成员首先来
到开奖接待大厅，这里有25岁的中
国体育彩票的成长历程，也有大家
关心的开奖相关流程和小贴士。随
后，经过严格的信息登记、身份核实
以及安全检查等环节，见证团成员
开始陆续进入开奖现场。19时 53
分，开奖现场开始播放视频，生动翔
实地介绍了中国体育彩票数据封
存、摇奖机具保存和使用等细节，并

让大家亲手触摸并感受模拟摇奖球
的重量与质感。在目睹了大乐透、
排列 3、排列 5的试机工作，观看现
场公证人员认真细致地码放摇奖球
的全过程后，三地代表团各派出两
名代表上台，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
近距离监督查验公证员装球情况。

开奖准备与开奖直播全过程都
在公证人员监督下，由演播厅前方
的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这可比高
考监考严格多了。”一名代销者小声
说道。20点30分，王声林郑重地按
下摇奖机启动键，开出第 19137期
体彩大乐透中奖号码。开奖结束
后，见证团代表再次上台核验开奖
结果。大家纷纷表示，零距离接触
体彩开奖，真切感受到整个过程完
全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从 2001年加入体彩队伍，今
年已经第十九年了。在电视里看过
很多次摇奖，这是第一次来到开奖
现场，而且还是作为开奖嘉宾，我感
到非常荣幸。”王声林激动地说。
2004年，王声林帮别人保管的彩票
中得500万元，在大额的奖金面前，
他选择诚信，将彩票交还购彩者。
王声林作为开奖嘉宾见证了体彩开
奖的全过程，他对于中国体育彩票

的公信力也有了新的认识：“站在台
上有一种神圣感，整个开奖过程非
常严谨，中国体育彩票值得我们信
赖。”

“火哥，看完开奖怎么样？快在
朋友圈直播一下啊！”这位大家口中
的“火哥”名叫周永火，是一名来自
杭州富阳的体彩代销者。“我们代销
者都有一样的苦恼，总会有购彩者
质疑开奖的真实性。这回咱们用事
实说话，体彩公信力还要靠大家共
同宣传。”周永火回应道。

公益体彩就在身边

作为体彩一线工作者，他们无
时无刻不在感受、见证着中国体育
彩票的公益与公信。万祖洪是来自
安徽合肥的体彩代销者，今年她还
获得了“体彩追梦人”荣誉称号。万
祖洪在谈现场见证开奖过程的感受
时表示：“其实我自己内心非常平
静，因为在我的体彩店里，就曾中出
过大乐透二等奖200余万元。这些
年我也见证了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
益事业，为学校的孩子们完成‘愿望
清单’，这次来到开奖现场，感受更
多的是有了一份归属感和认同感。”

最暖不过雪中送炭，公益体彩

送出的爱心不求回报，但能听到来
自受助群体的回声，对体彩人来说，
是幸福的礼物。“我的家庭由于体彩
的帮助，减轻了很多压力，也让我更
能专心于学业。”方同学是安庆师范
大学一名大二学生。这次来到开奖
现场，让他对体彩公益有了更为直
观的认识：“2018年我考上大学，尽
管是件好事，却让我们一家感到发
愁。幸亏‘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
学基金’解了燃眉之急，让我交上学

费，踏入大学校门。以后我会好好
学习，不辜负体彩的爱心。”

信任是一种坚守，是一种奉献，
也是一种托付，更是一种力量，每一
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公益
事业的拳拳之心。未来，中国体育
彩票将继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践行“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的品牌理念，为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继续砥砺前行。

“中国好人”相约体彩

2019年 10月 18日，南通
市通州生态环境局对我公司厂
区进行了检查，发现西侧厂区
围墙外原封堵的窨井有涌水现
象，未能及时整改到位，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对此深
感抱歉。现我公司针对出现的

问题，已全面开展了整顿工作，
并将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法规
要求，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为我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贡
献一份力量。

南通天海化工助剂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我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
先锋街道工业园区，因工作上
的疏忽，在续领排污证的时候
提交错了级别，导致耽搁了时
间，未能及时续领新的排污证，
我公司认真反思，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在此向社会公开
致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

政处罚决定。
二、积极整改，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新证的填报申领。
三、引以为戒，全面提高环

保意识，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做
好各项环保工作。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天卓宇印染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致歉信

公开致歉承诺书

一、基本情况
上周共有区级热线电话 2399件，日均处理

343件，其中区级呼入电话 1457件，区级呼出电
话 942件。上周热线共办理工单 1617件，日均
处理 231件，其中江苏 12345在线转办 21件，南
通 12345在线交办 112件，座席即时解答办结
1104件，派发联动单位办理 368件，公众监督网
上受理10件，微信受理2件。

二、热点问题
1.违章搭建问题。上周，举报投诉违章搭建

类问题呈上升趋势。截至 12月 1日 24时，中心
共受理此类诉求 127件。主要集中在农村私房
违建和城区居民小区违建，如川姜镇姜灶居 9
组、先锋街道十六里墩村18组、东社镇滥港桥村
24组、金沙街道天霞苑 5号楼、兴仁镇仁和家园
16号楼等，中心已第一时间联系属地城管妥处。

2.物业管理问题。上周，市民来电反映物业
管理问题较多。如反映小区公共设施维护不及
时、小区环境保洁不及时、报修处理不及时、新
老物业公司交替后老物业公司未退物业费等遗
留问题。截至 12月 1日 24时，中心共受理此类
诉求70件，涉及金新街道御景华庭小区、川姜镇

义成小区、平潮镇金通商业街、金沙街道银河湾
小区等。中心已第一时间交办相关部门处理。

3.211路与 226路公交问题。近期，市民反
映 211路公交车白天无班次和 226路经常性延
误的来电较多。中心联系区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211路为机场夜间专线，白天有213路途经南
通机场。经区畅行公交公司调研，通州城区至
南通机场客流稀少，目前这两条线路编排的班
次能够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另 226路公交线路
前期因车辆故障，造成班次延误，后经过线路管
属车队调整，已经恢复正常班次。

三、市民建议
1.交通出行。城区新金路与虹南路交界处

东边地面网格线模糊，建议重新画线。川姜镇
家纺城幼儿园北边路口下班高峰期车流量大，
建议该段时间开启红绿灯。兴仁镇长林桥村村
委会门口路段路灯亮灯时间较晚，建议亮灯时
间提前。

2.设施维护。金桥路与希望路交界北边西
侧人行道窨井盖损坏，建议维修。平潮镇马躺
路路灯损坏，建议及时检修。翠园路与新金东
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异常，建议检修。

3.便民服务。人民公园小河边无休息座椅，
建议安装。石港镇石南支线西路口树木茂盛影
响视线，建议修剪。建议中国农业银行(南通西
亭支行)增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纳窗口，避免
过长等待。

上周，举报投诉违章搭建类问题呈上升趋
势，同时，热线收到市民来电反映物业管理问题
较多，涉及环境卫生、设施保修、物业公司“撤
退”、老小区长期无人接管等情况。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已是“老生常谈”，而之
所以屡出状况，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长效管理不
够到位，时紧时松。城市管理是项细活，得多做

“日常功夫”。政策要灵活，干活得用心，这样才
能更得民心。

城市管理，需要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城管、
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把日常管理
做实做细做到位；将监管由突击型向常态化转
变，实现网格化管理。同时，在相关部门行政执
法落实管理规定之余，群众参与必不可少，毕竟
谁都不愿意自己居住的环境“脏乱差”。只有大
家共同出力，城市才更和谐宜居。

记者周优优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飞 记
者李越文）近日，由中央宣传部、
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19新时代
乡村阅读盛典在四川成都举办，
通州区委宣传部在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庆华诞 畅阅读”活动中
获优秀组织奖，是江苏省唯一县
级获奖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农家书
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
实施方案》，培养农民阅读习惯，
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培育文明乡
风民风，助力乡村战略实施，今
年9月，“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系
列活动在全国启动。活动中，区
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
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统

领，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广泛动
员全区农家书屋管理员、“三农”
从业人员、乡村阅读志愿者、农
民群众参与“庆华诞 畅阅读”读
书打卡活动和“我读书我快乐”
话题分享，展示我区农家书屋建
设成果和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

此次阅读盛典现场对“2019
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系列活动的
获奖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表彰，
对农家书屋近期优秀阅读项目
和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我区
在“庆华诞 畅阅读”活动中获达
人奖1人，优秀管理员奖9人，阅
读达人奖 10人，荐书达人 2人。
刘桥社区农家书屋管理员金晓
露拍摄的农家书屋推荐红色经
典图书视频在“我读书我快乐”
微视频分享活动中获二等奖。

通州荣获“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优秀组织奖

本报讯（记者季俊杰 成一
帆)随着天气转冷，吃羊肉、喝羊
汤又成为通州人的时尚。养殖
户们也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
旺季积极“备战”，山羊市场生意
火起来。12月 5日上午 8点，记
者在东社镇杨港山羊交易市场
看到，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不时
有山羊过磅。卡车上、地上、摩
托车的车篮里，成年羊、羊羔、种
羊应有尽有。

“三千元两只，一口价，绝不
坑你，老哥。”“再少点，都是老客
户了，2700元，我直接拖走。”在
市场的一角，记者看到了正在和
客户谈生意的丁秋锋。他是通
州本地人，养羊好多年。他养的
羊品质好，每年到了旺季从不愁
销路。“虽然说人工、疫苗、饲料
这些都计成本，但只要价格合适
也就卖了，无非少赚点，但你砍
价也不能太过分啊。”丁秋锋笑

道。
据了解，由于近来猪肉供应

紧张，带动禽畜肉类及相关食品
原辅料价格上涨的缘故，活羊价
格也略有浮动，但上浮不大。目
前成年羊每公斤 28元左右，小
羊羔大约 120元/公斤。“这边养
殖户和羊肉铺子多，竞争之下价
格贵不到哪儿去，不过随着天气
转冷，旺季到来，价格还会再
涨。目前市场上的羊肉已经卖
到 96元/公斤，要比往年贵，去
年年底才不过 76元/公斤。”说
话间，丁秋锋一单生意达成，两
头山羊以2860元的价格成交。

“这头还可以再养养，过一
段时候再来，应该可以卖到好价
钱。”说罢，丁秋锋牵着最后一头
山羊，转身准备离开，“这片市场
没以前活跃了，许多散户都合伙
去办养殖场，我也在考虑中，慢
慢积攒经验。”

天气转冷

山羊市场生意火了

我区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通过对全区各镇（村）基层文
艺骨干的培训，大力促进镇（村）业余
文艺团队健康快速发展，让群众从被
动接受文化服务成为文化的参与者、
创造者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志愿者，目
前全区业余文艺团队超过200支。图
为十总镇范堤萧鼓艺术团在为市民
表演舞蹈。

卑多敏 丁一倩 摄影报道

文化
惠民

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
李振男）因触犯法律，驾驶证被吊
销，为了继续驾驶机动车时应付交
警检查，两男子分别办了假证想蒙
混过关，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12
月 4日，两名男子因犯伪造身份证
件罪分别被通州法院判处拘役3个
月并处罚金 4000元、拘役 5个月并
处罚金5000元。

被告人蒋某今年40岁，2001年
曾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罚过款，
并被依法注销了驾驶证。根据我国
现行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因吸毒被依法注销驾驶证，

如果三年内没有再吸毒，三年后可
向公安交警车管所提出申请，通过
考试取得新驾驶证。然而蒋某一错
再错，经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至
2017年间，蒋某为了能开车时应付
交警检查，联系制假人员(无法查明
身份)，提供自己个人信息，伪造驾
驶证一本。2019年 8月 13日，当蒋
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经过通锡高速
骑岸收费站时，被民警当场查获。
经鉴定，蒋某使用的驾驶证系伪
造。到案后，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罪行。

今年 53岁的张某因醉酒驾驶

机动车犯危险驾驶罪，于 2015年 5
月 26日被法院判处拘役 2个月、缓
刑3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驾驶证
同样被注销。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张某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7年三四月间，张某为了能继续
驾驶机动车时应付交警检查，联系
制假人员(无法查明身份)，提供自
己个人信息，伪造驾驶证一本、身份
证一张。2018年 11月 9日，张某驾
驶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经过先锋街道
一路口时，被民警当场查获。经鉴
定和鉴别，张某使用的驾驶证、身份

证均系伪造。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罪行。

“我对不起我的家庭，对不起父母
妻儿。在此我想告诫大家：驾驶证吊
销后一定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重新获
得，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伪造。
黄赌毒也千万不能碰，无论沾上哪个，
都会把一个家闹得不安宁。”庭审中，
蒋某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张某同
样也对自己的行为追悔不迭。

伪造身份证件 两男子受罚又被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