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冯 秦

责任校对:陈 华

组 版:洪 薇

民 生
第3 版

联系电话:80259326 投稿信箱E-mail:xh.xwzx@163.com

劳动保障法治
宣传走进周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讯员 王显斌） 6月5日上午，市总
工会、市人社局联合在周庄镇开展
劳动保障法治宣传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针对各企业主，
通过案例以案说法，与各企业主面
对面地沟通交流，主要就企业如何
通过合法经营推动企业发展，怎样
进一步规范用工行为，如何提升企
业文化、企业工会建设与和谐劳动
关系、法治社会与企业经营管理等
方面进行讲解，受到与会者的一致
好评。

当天该镇有近60家企业参加活
动，其中近40位企业主亲自参与，
并纷纷表示不虚此行，决心回去也
要多学点法律知识，从自身做起，
维护企业利益时也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法
治兴化出一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沈益友 葛明
才） 我市一青年驾车闯红灯致人死
亡，竟找来朋友作伪证。可再狡猾的
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5 月 30
日，该青年找人作伪证露馅，他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原来，5月20日下午４时许，戴
南镇青年单某驾驶苏MAG9××重型
自卸货车，车上装有20吨（处于超载
状态）石子准备送往戴南镇史堡村一
浇灌站，当其沿352省道由西向东行
驶至一交叉路口时，单某故意闯红
灯，与一辆二轮电动自行车相撞，从
而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办案民警
介绍，事故发生后，单某报了警，但
他一口咬定是死者驾车时闯红灯，而
自己是受害方。因该路口虽有信号灯
标志，但尚未安装监控抓拍设施，事
故现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到底是谁闯
了红灯，办案民警一时陷入僵局。

不仅如此，单某为了证明自己的
“清白”，还自己写了份所谓的“证
明”，于５月28日早上找到一好朋友
的老婆朱某为其“作证”。该朱在看了
假证明上的内容后，竟然签上名还摁
上了自己的手印，由肇事者单某送到
兴化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后经调查了

解得知，当时该朱并没有在事发现
场，她压根儿就不了解事故情况，由
于不懂法，竟稀里糊涂地作了伪证。
单某蹊跷、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办案民
警的警觉。

于是，办案民警又复勘事发现
场，并扩大侦查范围。功夫不负有心
人，民警在附近200多米的地方发现
一处民用探头，经调取事发当天的录
像发现，在事故发生时有一辆挂有山
东牌照的大货车停在直行车道。民警
经查询后与驾驶员取得联系，并经分
析研判，最终确认此车当时就是在等
绿灯，而单某当时是绕到该车的左侧
闯红灯肇事致人死亡。

在铁的证据面前，单某如实交待
了他闯红灯致人死亡的事实。原来，
单某经常在此路段运输石子等建筑材
料，非常清楚该路口虽然为灯控路
口，但暂时未安装监控抓拍设备，故
而为了多拉几趟货，多挣几个钱，每
当行至该路口时，屡有出现闯红灯等
违法行为。而此次发生事故后，为了
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所以才说了假
话，还找朋友作伪证，内心总以为对
方人亡了，死无对证。

最终，单某找人作伪证露馅，他
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由于他在事故发生后存在诸多严重的
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作
伪证的朱某经批评教育后，目前已交
由辖区派出所处理。

找人作伪证 露馅被刑拘

长江银行兴化支行

“金融服务乡镇行”走进竹泓镇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兴芳）为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主
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近日，在市

金融监管局、人民银
行兴化市支行的带领
下，江苏长江商业银
行兴化支行班子成员
和业务骨干走进竹泓
镇，通过走访、交
流，为小微民企解决
融资问题送上“良
方”。

在 银 企 座 谈 会
上，长江商业银行与

该镇15家小微民企面对面交流，各家
企业主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融资需
求，咨询了银行贷款产品、支持政策

等方面的详细内容。该行对此给予了
细致的解答，并和上级监管部门一起
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繁等方
面进行了释疑解惑，同时对金融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宣传讲
解。

会后，该行开展了后续跟踪服
务，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
议，对走访过程中企业提出的融资问
题进行逐一讨论，成立专职服务团
队，并确定每周的定点服务日，积极
主动地与企业对接，同时进一步优化
服务举措和服务流程，满足小微民营
企业的融资诉求。

我市举办第二届书法临帖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德胜 水兰亭
杨桂宏） 6月3日上午9点30分，由兴
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兴化市书法
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兴化市第二届书法

临帖展开幕式在市博物馆举行，
为全面展示兴化书法作者对书法

经典碑帖的学习成果，鼓励广大书法
作者植根传统，尊崇经典，努力推出

精品力作，推动兴化书法事业的繁荣
发展，市书法家协会特举办兴化市第
二届书法临帖作品展。自2018年9月
征稿以来，得到了广大书法家及爱好
者的积极响应，至 2018 年 10 月底截
稿，共收到200多件来稿。市书法家
协会组织评审委员进行公平、公正、
公开的评审，共评出入展作品 75
件，其中获奖作品11件，获奖提名13
件。

在展览开幕之后召开的作品研讨
会上，参展作者普遍认为，本次临帖
展是对重温经典、深化经典的具体阐
释，不仅体现了兴化本土书法爱好者
寻根溯源、深入挖掘书法经典的执着
追求，也充分展示了兴化书法群体的
整体实力和文化形象。

戴窑镇推广使用
“智能安全检查手册”（快搜）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袁幸福
通讯员 陆美富） 6月6日上午，戴窑
镇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全镇各企
业、行业和业务部门、安全监管部
门推广使用“智能安全检查手册”
（快搜）。

近年来，戴窑镇安全监管信息
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互联网+”
为戴窑镇安全监管插上智慧的翅
膀。该镇安监办自行开发的“智能
安全检查手册”（快搜）在《中国应
急管理报》报道。

泰州市应急管理局、兴化市应
急管理局、兴化市市监局、市新闻
单位以及10多家友邻乡镇安监办负
责人等应邀参加。

非法经营“黑车” 非法经营网约车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 .$���2 � .�/��� �� .�;��� �� .+�/��

� .:&��� � .'���. �� ."���- �� .���#/

�  ''��-� � .7�;�� �� .5�5�� �� .)7���

� .&7��� � .&-��� �� .%7��� �� .9���(

� .:4��� � .:-��� �� .,�&�� �� .%�6��

�  #�-2�� � ./���; �� .$���8 �� .,�2��

� .&$��� � .#�7�� �� .%(��� �� .$2���

� .���$2 � .$/��� �� .9�8�� �� .:&���

� .%"��� � .%���% �� .5���8

�� .1���9 �� .+5��� �� .:�5��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陆 铃
责任校对:洪 薇
组 版:陆 铃

第6 版
策划：王忠山 何应武 翟德璧 卞剑萍

兴化新闻网网址：http://www.xinghuanews.net/
兴化日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xinghua

交通 新
闻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兴化市交通运输局 联合主办 2019年第22期 总第331期

市交通运输系统全力保障学生高考
为给广大高考学生提供舒适便捷的

考试环境，市交通运输系统全面落实学
生高考保障任务。

选优择良实行组织保障。组织驾驶
技术硬、职业素质高的驾驶员，车辆状
况优的客运车辆，参与高考学生运输接
送任务。

城市公交实行临时改道。高考期间，
途经市区考场沿线的2路、4路、7路、
13路、18路、19路等城市公交车统一避
开考场改道通行。

出租汽车实行免费接送。高考期间，
组建出租汽车“爱心车队”，免费为考生
提供接送服务，开通预约接送服务。

沿线航道实行禁止通航。高考期间，
海事部门组织执法艇实行高考点附近航
道临时通航管制。

乡镇考生实行全程护送。安丰、戴
南等乡镇交管所组织运政执法力量全程
护送乡镇考生到达城区住宿点。

（罗国珍 韩坤祥 翟 源 柴海山）

市交通运输局开展
城乡联动执法检查活动

为保障我市城乡群众出行安全，
维护我市正常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结合当前扫黑除恶治乱斗争，经研
究，市交通运输局于6月1日至6月
30日，在全市开展乡镇异地联动执
法检查。

6月4日，安丰所、大邹所、城
区稽查一中队组成异地联动执法小
组来到戴南镇，对戴南车站、苏果
超市广场、张万村、高速出口等重
点区域、地段开展巡查。查处违法
经营的“黑车”，不按核定的站点停
靠、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客车等违
法经营行为5起。通过保持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构建乡镇“市
场有序、竞争有序、管理有序、出
行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

（张 勇）

市地方海事处
打捞沉船保畅通

6月7日上午，沉没在长安大桥
东南侧的一艘水泥渔船被打捞出水，
航道恢复畅通。

6月5日，昭阳海事所监控室值
班人员通过水上视频监控大屏看到
一艘水泥船渐渐沉没在长安大桥东
南侧水域，见此情形，海事人员立
即组织人员赶往沉船现场，督促沉
船方在沉船地点设置沉船标志，以
防二次事故发生。经过详细了解，
该船是一艘25吨的水泥船，因不熟
悉航道情况，不慎触碰暗礁，导致
船只沉没。

该处根据航道情况制定出打捞
方案，并联系打捞公司进行打捞，
同时对此航段进行封航，禁止船舶
通行，以防发生碰撞事故，经过2天
的奋战，终于将沉船打捞出水，保
障了辖区端午节日期间水上交通安
全、畅通。

（张永康）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督查长安北路工程建设
6月9日下午，泰州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书记、局长李龙根督查我市长安北
路工程项目。

李龙根一行先后察看长安北路绿化
标段、仿古建筑标段、雕塑标段、乌巾
荡特大桥标段建设施工现场，详细听取
项目建设、施工工艺和景观雕塑、施工
安全等情况。

督查组一行充分肯定了长安北路项
目建设。李龙根指出，长安北路作为

“生态、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景观大
道，为全泰州市公路建设起到示范作
用，工程建成将引领我市公路建设发展
方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公路日益期
盼。工程建成缓解了兴化城区连接北部
通行不畅、交通拥堵等问题，沿线景观
绿化、雕塑小品充分体现了交通行业未
来发展方向，科技化元素提高了服务水
平，为打造现代化公路交通服务体系，
推动公路交通安全畅行，提升老百姓满

意度和获得感奠定基础。
副市长沈德才，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书记、局长王勇等陪同督查。
（钱 红 王玉松 唐志华）

市交通运输局1月至5月出租汽车客运市场整治工作公示

今年以来，市交
通运输局先后组织开
展了“春运”道路运
输市场秩序集中整
治、出租汽车客运市
场整治月、出租汽车
客运市场百日整治等
多项整治行动。现将
1月至5月期间，已
查处结案的非法经营

“黑车”10辆、非法
经营网约车28辆，公
示如下：

市交通运输局现场督查省道465环境整治工作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现

场督查省道465沿线“五项行动”环境
整治工作。

在大营、新垛、安丰、钓鱼等乡镇，
该负责人根据各乡镇环境整治任务实际，
突出重点任务，明确整改时间，严明整

治标准，要求沿线乡镇高度重视，实行
全体总动员，整合城管等职能部门，采
取“先易后难”推进方式，集中开展“五
项行动”问题销号，对于沿线生活生产
垃圾、草堆、垃圾桶摆放等问题立即开
展集中清理，逐项进行销号，对于鱼塘

棚舍、活动板房等违章建筑拆除和废品
收购站整治、高杆广告拆除等问题，要
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切实可行的措施，
市公路站、交管所全力配合，确保在6月
15日前，完成全部整治任务。

（王均建 周海龙）

市公路站开展
端午节前安全大检查

为做好端午节前安全保障工作，
确保节假日期间站区和各养护工区安
全形势稳定，前不久，市公路站认真
组织开展端午节前安全大检查工作。

即将进入汛期，检查组着重对站
区和工区的消防器材、防汛物资等开
展全面检查。检查发现站区和工区的
灭火器等消防器材配备齐全，少量公
务车辆灭火器即将到期，该站将到期
需要换药的灭火器集中统一送去换
药，保障灭火器材的质量可靠。检查
组对应急基地和各工区的防汛物资进
行实地核查，发现编织袋、抽水泵、
救生衣等防汛物资齐全，人员配备到
位，确保汛期来临时能够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

（周 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