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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工 人 报 理 事 会 自
1997年诞生至今，伴随江苏经
济社会发展，紧跟我省工运事
业前进步伐，走过了18年不平
凡的历程。在省领导、全总领
导、省总工会领导的关心支持
下，成员单位不断发展壮大，
一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全国劳动模范”单位，“江苏
省工会工作模范市、县（市）、
区”单位，以及江苏 50强企业
单位先后加入本报理事会。

江苏工人报理事会，坚
持“合作、发展、共赢”宗旨，
为各成员单位宣传报道劳模
先进、工会品牌和企业文化
等提供服务；理事单位为报
社 提 供 优 质 稿 件 和 报 道 线
索，做好订报读报用报工作，
援助支持办报事业，共同闯
出了一条“携手合作，共同发
展”之路。《江苏工人报》发行
量实现了连续十多年递增，
日发行量超过 15 万份，成为
我省宣传职工群众、宣传工
运事业、宣传企业发展的主
流强势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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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鲍晶）春节小长假，全省
高速公路运行总体正常有序，根据省交通运
输厅高速公路网监测数据，2月4日-2月10
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1549.37万
辆，比去年春节小长假下降2.92%。在遭遇
雾霾、降雪和低温冰冻天气情况下，全省高
速公路交通执法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做到通
行车辆进得来、出得去，没有出现长时间、大
范围交通拥堵情况。春节期间，全省高速公
路部门共出动人员8.4万人次。

2月4日-2月6日的凌晨，全省普降浓

雾，高速公路“一路三方”通过限制车速、加
大巡逻、鸣笛喊话、警灯提示、交通分流、多
点分流、控制驶入、警车、执法车带道等多种
交通组织方式，尽可能缩短交通管制时间和
距离，防止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出
行。

2月7日傍晚至2月9日凌晨，全省出现
两轮明显降雪过程，受此影响，我省大部分
地区高速公路普降小到中雪，局部大雪，加
之气温较低，高速路面出现不同程度积雪结

冰情况。雪情发生后，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及
所属各高速执法支队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开
展除雪保畅工作，“一路三方”部门按照冰雪
天气应急工作预案，加大路面巡查和值守，
快速清理路面轻微交通事故，昼夜不停地抛
洒融雪剂，动用大型铲车、扫雪车、吹雪车快
速清除路面积雪，做到了“雪停路净车行”。
降雪期间，坚持“冰雪天气不封路”和“以通
保通”的原则，采取限速、限车型、临时关闭
收费站入口等管控措施，并视情组织、指挥
各地通过执法车辆带道、重车压道、小车跟

进、编队行进等多种措施，最大限度确保公
众出行安全。

春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部门为应对冰
雪天气，共出动人员2.8万人次，出动各类机
械车辆5346台次，撒布物料数7799吨，使
用草包9807只。各级交通执法部门依托执
勤点，检查站，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为过
往驾乘人员提供指路、饮水、急救药品等便
民利民服务，为短暂滞留高速车辆提供方便
面、热开水，为在严寒冰雪天气下的驾驶员
提供帮助。

确保雪停路净车行

春节假期江苏高速安全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 苏交轩 宁公
宣 记者 万森）2月 7日夜间以来，
全省多地普降中到大雪，局地暴雪，
适逢春运返程高峰，为保障群众出
行，全省各地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履
职尽责。仅2月8日晚间至9日上
午，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共出动民警、
辅警1.9万人次，警车847台次。同
时协调路政、城管、高速公路经营管
理单位出动铲雪除冰装备近千台次，
广泛做好雪天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
项工作。

记者从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受
暴雪影响，南京市部分路段通行受
阻。针对雨雪恶劣天气，南京警方统

一部署5200余名警力，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全警动员协调相关部门
开展道路、辖区清除积雪工作，同时
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确保春节
期间市民平安出行。

普降大雪后，南京市公安局交警
部门及时协调、配合交通、城管等部
门清扫路面积雪，采取措施做好桥
梁、高架、高速公路防结冰工作，保障
全市道路安全通行。

8日凌晨2点，安徽驾驶人贾某
的孩子在南京某医院因心肌炎需手
术治疗，院方急需与家属进行沟通。
然而，贾某在连夜赶往南京的途中遇
到大雪，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其

车辆在收费站无法通行。 南京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王雷
了解情况后，用警车将贾某送至医
院。

雨雪天气路面易滑，选择乘坐地
铁的市民增多。从2月7日深夜开
始，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南京站、
夫子庙站、泰冯路站等站点执勤民警
坚守岗位，每天清扫站口积雪，铺设
防滑垫。2月8日晚，因突降暴雪，南
京禄口机场所有航班临时关闭，列车
延迟运营至次日凌晨零点，地铁分局
禄口新城站派出所立即启动相应的
大客流处置预案，为市民地铁出行保
驾护航。

迎战大雪：全省 1.9 万警力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苏环轩 记者 赵
叶舟）年前，新建成的宝应县里运河
氾水水源地试通水成功，几小时后，
位于宝应县主城区的里运河城区水
源地被正式注销，标志着全省县级以
上饮用水源地332个问题中最后1
个问题彻底解决，江苏圆满完成县级
以上饮用水源地整治任务，群众的饮
水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去年，我省组织开展饮用水源
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各地共
排查106个饮用水源地（含应急水
源地），发现332个环境问题，按照

“一个水源地，一套整改方案、一抓
到底”的原则，制定整改方案，明确
工作推进的具体措施、时间节点、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从4月起，我省
按月调度整治进展情况，加强督查
督办，开展精准帮扶，推动专项行动
扎实有效开展。

专项行动期间，全省共关闭取
缔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工业企业

154家、码头52个、排污口40个、旅
游餐饮26家、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
31家，搬迁居民1693户，清理围网
养殖1.44万亩，退耕农田0.44万亩，
整治交通穿越47条，居民污水接管
4467 户，共投入资金 78.94 亿元。
徐州、盐城市工作力度较大，率先完
成了整治任务；南京市溧水区投入
10亿元对临近中山水库的5个村庄
430户农户进行搬迁；句容市投入
3700万元为句容水库应急水源保护
区内800余户居民配套建设了24套
污水处理设施及收集管网；江阴市
关闭了位于长江肖山水源地的振华
港机和中成港务两家大型企业，清
理了中粮贸易部分厂区，拆除了3家
企业的码头，投入资金4.8亿元；泗
阳县清理了位于成子湖卢集水源保
护区内 3300 亩围网养殖和 450 亩
藕塘种植。

去年我省共核销了16个环境风
险隐患突出、供水设施建设不到位、

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水源地，调整了
8个划定范围不合理或风险隐患较
多的水源地，新建了15个供水保障
水平更高的水源地。其中，扬州市分
别关闭了建设较早、位于主城区的高
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和宝应县里
运河城区水源地，彻底消除城区大量
居民、企业、码头等风险源的影响，同
时在远离城区且周边无风险源的里
运河上游新建了高邮市里运河马棚
湾水源地和宝应县里运河氾水水源
地，供水安全得以有效保障。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人士表示，我
省饮用水源地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规
范设立了保护区边界标识，全省共新
增饮用水源保护区标识牌、警示标志
915块，新建隔离网145.13公里。全
面实现信息化管理，所有在用的水源
地均按要求制作了边界矢量信息，可
通过手机APP实时查看和现场定位
巡查，实现了保护区从纸上落到地
上，为后续监管提供了依据。

本报讯（记者 鲍晶 通讯员 刘梅卿）街头随处可见的各
类共享单车在有序停放、使用率、维护运营等方面的服务水平
如何？2018年下半年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经营服务
评价结果日前公布，哈啰、摩拜和ofo分列前三位。值得关注
的是，此次的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管理部门对各平台企业
在车辆投放量上的重新调整。

为掌握南京共享单车目前的生存、运营情况，加强市场管
理。去年下半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了对南京共享
单车行业的评分调研工作。企业经营服务评价采用百分制，
包含经营管理、部门评价以及社会评价三块内容，共计12项
评价指标，具体栏目中还新增车辆周转率及车辆活跃度的评
分。哈啰单车以 74.5 分，排名第一；摩拜单车 64.88 分，
ofo47.7分。从评分结果来看，市民对目前南京共享单车车辆
停放秩序、骑行舒适度等方面的满意情况有所提升，特别是哈
啰单车的精细化管理运营模式，得到认可。

记者从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2017年末，南京市暂
停共享单车投放，要求企业对运营车辆进行上牌。南京符合
上牌资质的单车企业包括哈啰单车、摩拜单车、ofo单车三家
企业，牌照配额分别是4.2万、11.5万、16万。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发布的评价结果将与企业车辆上牌数量直接挂钩。这意
味着，南京共享单车市场在2018年1月15日限制车辆进入
后，将迎一年来首次运力规模的动态调整。

“吴主任，实在不行的话，我把红
包留下来作纪念，1000元现金还是
请社区退还给洪奶奶。”近日，一位身
穿环卫服的大叔第三次来到扬州市
邗江区西湖镇润扬社区，要求退还社
区居民奖励他的红包。

“这是洪大妈的心意。她特意写
信给社区，倡导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呢。”社区主任吴国清一再劝说这位
环卫工大叔把红包收下，可他的态度
依然很坚决：“我真不要红包。”

这位环卫工大叔叫倪香才，今
年63岁，安徽宣城人，30年前妻子
去世。去年春节后，女儿以帮助带
孩子为名，把父亲接来扬州居住。
但老倪是个闲不住的人，来扬州不
久就报名应聘蜀冈怡庭小区的环卫
工。虽然每月工资仅有1700元，可
他却忙得挺乐呵，每天来得最早，工

作最勤快。
倪香才嘴里的洪奶奶叫洪林然，

今年78岁，曾是扬州市中医院的内
科医生，无儿无女，特别爱干净。平
时，老人家喜欢在窗台前读书、写日
记，而窗前恰恰有块大草坪，平时没
人来打理。自从老倪来了后，这片草
坪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即便是盛
夏，老倪每天都会戴着大草帽来保洁
一趟，引起了洪奶奶的注意。

“要是环卫工人都能勤快一些，
社区居民再文明一些，小区环境岂
不是更好？”洪林然把这段感想随
手记在日历上，也记下了“出工要
出力”“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建
议。

2018年7月11日，洪林然带着
1000元现金来到社区居委会，希望
将其转交给倪香才，算是对他的一份

敬意和奖励。老倪接过这个转来的
红包时很是诧异，表示居民心意他领
了，却当场婉拒了现金奖励。

7月20日，倪香才因为工作需要
调到了另外一个包干区。洪奶奶说
不管他在哪里，这个红包都要给他。
于是，小区物业公司再次把红包转送
给老倪。为了不让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感到为难，老倪决定先把红包收
下，日后再自退还给洪奶奶。不料，
之后老倪几次找到洪奶奶家，老人就
是不照面。

眼看要回老家过年了，而那个
1000元的红包还躺在自家的抽屉
里，倪香才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便再
次来社区，对社区工作人员说：“我真
的很感谢洪奶奶，但这个红包真不能
收。居民对我们劳动者的支持和认
可，其实就是最好的奖励。”

本报讯（通讯员 程守勤 记者 徐嵋）春节长假刚刚结束，
记者昨日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获悉，该院急诊科、门诊部
反馈的信息显示，长假期间，中大医院接诊的病人不断增多，
其中上呼吸道感染、心血管、消化道、骨科以及儿科疾病患者
位居前五位。

据介绍，春节假期前3天，中大医院日急诊量超过400
人，大年初二2月6日达到了600多人，其中急诊患者以上呼
吸道感染的感冒病人为多，占到近三分之一。呼吸道疾病患
者同样位于门诊各专科之首，中大医院呼吸内科骆益民副主
任医师介绍说，仅 2月7日就接诊了106位患者，上午的病人
一直看到中午近1点才看完，下午的患者一直看到晚上6点
才结束，医院特别增加了门诊医生，确保当天的病人全部看
完。

此外，由于受到节日期间天气、生活方式改变、作息时间
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少高血压、冠心病、慢性胃病等患者
出现急性发作症状；儿科门诊接诊的患者多以感冒、发烧占大
多数；由于春节期间长时间聚餐、打牌娱乐或者开车，不少患
者颈椎、腰椎疾病发作，前来医院骨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因外伤、摔伤等就诊病人比往年明显减少。

中大医院医生特别提醒，近几日江苏及附近地区持续
出现雨雪天气，人们出行要特别注意防滑防摔倒。该院骨
科季明亮主治医师指出，雨雪天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
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穿好防滑鞋，老年人最好拄个拐杖，在
家人陪伴下外出；走路时要尽量做到重心下移，两个腿慢慢
往前移，这样可以减少滑倒或者跌倒的发生；如果一不小心
摔倒，应在原地坐一会，辨别一下看看身体哪个部位有问
题，慢慢起来。若发生骨折，不要盲目乱动，以免加重骨折
发生移位，造成二次伤害，这时建议拨打“120”，在原地等待
急救人员前来救治处理。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玲玲 记者 丁彬彬) 在沭阳农商银行
近日召开的年度总结表彰会上，该行庙头支行综合柜员严以
威从行长谢宝手里接过文明服务“委屈奖”证书和奖金，发自
内心地笑了，这个奖项，是对她一年多来忍受着巨大委屈的最
好安慰。

事情追溯到2017年11月6日上午，客户司某到贤官支
行5号柜台严以威处办理1万元存款业务，大约过了半个月，
客户司某来到贤官支行找严以威说是存款金额不对，此时严
以威已经交流到了庙头支行。贤官支行会计秦展接待了她，
司某说当天自己存款是1.6万元，严以威少存了6000元。于
是贤官支行会计调阅监控，客户司某当时看了监控录像的确
是存了1万元，还说可能是自己记错了就离开了。

2018年初，客户司某来到庙头支行找到严以威，说当时
自己存的是1.6万元，严以威当即联系贤官支行调取影像，
给予司某详细的解答和回复。但是，无论怎么解释司某就
是不听，认定了严以威伙同行长把她的钱贪污了，还扬言
说，“要是不把钱还给我话，我就天天来，你的班就不要上
了”，还辱骂了一些极其难听的话。严以威只是不停地解
释，尽管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微笑着面对客户。最
后司某在别人的劝说下离开。谁知几天后，司某再次来到
庙头支行，直接走到严以威窗口前指着他进行辱骂、诬陷严
以威说她盗窃存款，并阻扰其正常办理业务。严以威向其
耐心解释时，司某并不理会，仍然满嘴脏话、任意谩骂，甚至
在营业外厅躺倒，想以此威胁。在长达3个小时断断续续的
诬陷谩骂中，大堂经理、行长、客户均与司某耐心沟通，司某
就是不听，严以威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噙着泪水，认真办
理着每一笔业务，未与客户争吵、争执，继续坚持文明服
务。几天后，当司某再次来到庙头支行无理取闹，支行外厅
工作人员劝说无效后报警。司某被警察带出营业大厅后，
便再也没有来无理取闹。

如今沭阳农商银行服务转型标准化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针对一线员工在
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在自身无服务漏洞或过失情况
下，仍招致客户无理辱骂，蒙受了极大委屈这一现象，该行
结合实际，设立了文明服务“委屈奖”。让受到委屈的员工
感受到行党委的人文关怀，使受委屈的员工从精神上得到
安慰。

我省饮水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332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治

居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奖励
——环卫工人倪香才三退红包的故事

通讯员 田雨 胡俭 王蓉 记者 王槐艾

南京发布共享单车服务评价
评分将影响车辆投放布局

春节长假医院“五类病人”增多

沭阳农商银行设立文明服务“委屈奖”

我省6项水利工程荣获大禹奖
本报讯（许芬 赵叶舟）日前，2017～

2018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
选结果揭晓，全国共有40项工程获奖，我
省泰州引江河第二期，盐城市运东套闸除
险加固，长江澄通河段通州沙西水道长沙
河～福山塘段边滩综合整治，南水北调东
线一期金湖站、邳州站、刘老涧二站工程，
共6项工程获此殊荣。

大禹奖是全国水利行业优质工程的最
高奖项，评选活动在水利部指导下，由中国
水利工程协会组织实施，每年组织申报，两
年表彰、颁奖一次。该奖评审内容主要是：
建设管理、设计及服务、施工难点及“四新
技术”应用、实体质量及环境景观、运行管
理和功能效益共 6个方面。据统计，自
2005年起，大禹奖共评审10次，我省共有
26个项目获此奖项，占比全国获奖总数超
过16%，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南京机关作家协会送“福”到社区
本报讯（毛成宽朱波）南京机关作家协

会日前组织兰兰、陆正祥、方少民、吴忠文等
知名书画家走进瑞金路街道明故宫苑社区，
与社区及金城集团离退办的书法爱好者们一
起为居民写春联。他们还现场指导瑞金路小
学和五老村小学的孩子们书写“福”字。

南京机关作家协会主席邹雷说，春节
为基层社区送春联是作协成立以来一直坚
持的活动，今年已是第5年。今年的写春
联活动突出老少联手、书画艺术家与书法
爱好者联手、干部与居民联手的特点，围绕
社区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达到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和送吉祥、送祝福的目的。明故
宫苑社区居委会刘主任表示，今年的写春
联活动有这么多书画家和社区书画爱好者
共同参与是往年没有的。春节前社区还有
一些为民服务和送温暖活动，居委会将把
今年所写的春联连同送温暖活动一起送到
几十个孤寡、贫困和优扶对象家里，为他们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

第二批全国街道
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揭晓
南京鼓楼区入选

本报讯（福泉 赵叶舟）近日，民政部
公布10个区（市）为第二批全国街道服务
管理创新实验区，我省南京市鼓楼区入
选，创新主题为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街
道考评机制。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是民政部
引导地方党委政府推动街道服务管理创
新、巩固基层政权、加强城市基层治理的
有效创新载体，实验周期一般为期两年。
实验地方围绕实验主题，探索创新，形成
典型经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街道
服务管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成果创新。

自2017年民政部开展街道服务管理
创新实验工作以来，全国先后有两个批
次，共13个区（市）被确定为全国街道服务
管理创新实验区，我省南京市江宁区、南
京市鼓楼区先后获评第一、二批全国街道
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数量为全国最多。

扬中开展联合治超夜查
本报讯（司小俊）近日，为确保“春

运”公路通行安全，扬中市公路管理处主动
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在扬中二桥治安卡口开
展了联合治超夜查行动。据悉，此次行动
共检查货运车辆3492辆，确认7辆存在超
限运输违法行为，组织卸驳载货物12吨，
并作出相应处罚。下阶段，该处将建立超
限联合整治长效机制，依法维护路产路权，
切实将全市公路超限运输率降至最低，保
障车辆通行安全与畅通。

溧水与六安建立劳务协作关系
本报讯（胡华秋）近日，溧水人社局工

作人员赴安徽省六安市开展为期两天的实
地考察，重点考察了六安市金安区、霍邱县
等地，初步达成了劳务合作意向。霍邱县
人社部门表示，积极组织当地劳动力参与
两地共同组织的“春风行动”招聘会活动；
溧水区人社部门认真做好企业岗位信息梳
理工作，及时提供溧水企业招聘信息，并在
适当时候组织溧水企业赴霍邱等地开展现
场招聘会，力争做到劳务输出和劳务接收
双赢，共同为两地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溧水坚决打好春运保卫战
本报讯（袁建平）近日，为做好春运

期间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溧水区
交运局召开“春运保卫战”动员誓师大
会。各驻镇交管所、高铁办、运管所、信息
中心、客运站、各客运、公交、出租、危运企
业等与会。会议要求强化春运组织领导，
各单位认真制定并上报春运方案，应急预
案、责任书，春运值班表等，企业负责人要
深入运输一线组织、协调、指挥，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确保春运工作顺利进行。

遗失启事
遗失苏州市宏盛实业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3205001102253，声明作废。

2月10日，旅客在连云港市赣榆汽车客运总站排队检票。当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司伟 摄

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