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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
生、教师、私企老板等众多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13个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专业红娘服务团队

特特
点点

★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牵
爱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2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301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18252501888 13776936678微信
电话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招募体验官的活动持续进行，体验期至 10月 18日截止。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
发布费独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补 运

吓人！天上竟然掉刀
天上突然掉下3把刀，你怕不

怕？昨天下午，李堡镇江海雅苑小区
的张先生等几位业主，向本报热线
85110110反映，“8日下午，大概是3
点多钟，3把明晃晃的刀从3号居民
楼的楼上突然掉落，先后砸在水泥地
上，附近经过的居民吓傻了！”

江海雅苑居民小区，位于海安
市李堡镇江海路88号、李堡广播电
视站西侧，是当地开发的商品住宅。

接到报料后，记者立即联系海
安市公安局李堡分局及李堡镇李堡
村村委会，获悉涉事居民已就此事
件作出检讨，目前事件详情，警方仍
在调查之中。

承认！居民已做检讨
“我当村委会主任已经好多年

了，也是头回听说这样的事。”负责

协助警方调查此事的李堡村村委会
主任蒋海东介绍，“接到反映后，我
们立即赶到事发地，展开实地调
查。据涉事居民解释，8日下午突
刮一阵大风，其厨房窗户未关好，导
致刀架被吹倒，3 把刀从高空掉
落。他也就此事向物业作了检讨。”

蒋海东告诉记者，涉事居民所
言只是目前初步了解的情况。目前
警方调查焦点在于：事发时家中有
没有人？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最
终的调查结论将鉴定此事件性质。

“万幸的是，这3把刀没伤及行人，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蒋海东心有余悸。

现场图片显示，3把刀都是新
刀，其中，两把是菜刀，一把是刀身
较窄的水果刀，且看上去很锋利。
这样的刀倘若刺中路人，非死即伤。

彻查！警方已经介入
昨天下午，海安一位民警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即将于明
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有关规
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情节较轻的按
照治安管理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涉
嫌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以
及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高空
抛物事件，已造成不少恶果。江海
雅苑业主希望各方将此事一查到
底，消除隐患。

“这起事件的发生，是个很大教
训。”蒋海东说，“今后，我们将查漏
补缺，配合警方加强治安监督。”

本报记者周朝晖

11楼突然坠下3把刀……
所幸未伤及路人，警方已介入调查

高空掉落的
三把刀。（江海雅
苑居民提供）

11 楼突然掉下 3 把
刀！这样的恐怖一幕，就
发生在海安市李堡镇江
海雅苑小区。幸运的是，
3把明晃晃的刀从高空直
接掉落在水泥地面，而未
伤及过往路人。昨天下
午，本报记者从海安警
方、辖区村委会、当地业
主等多方进行了采访，了
解到此事的详细经过。

晚报讯 上班时间用人单位
不提供伙食，职工回家吃饭后，返
回途中遭遇车祸受伤，这种情形
属于工伤吗？8日下午，如东县
人社局就妥善处理了一起类似案
件，告知用人单位负责人属于工
伤，并阐明理由，最终得到认可，
避免了一起行政复议案的发生。

蔡某工作的服装店实行的是
白、夜班管理，白班从早上8点到
下午3点，夜班为从下午3点到
晚上9点，每班7小时。店里不
提供伙食，但允许每位职工有40
分钟轮流吃饭时间。因家离服装
店不远，蔡某每天都回家吃饭。
4月29日，蔡某上白班。中午12
点，她回家吃饭后，驾驶摩托车返
回店里上班的路上，与程某驾驶
的一辆三轮小货车相撞，倒地受
伤。经医生诊断，蔡某右小腿骨
折，左腿下部有三处软组织挫
伤。交警部门认定，程某负全责。

8月中旬，如东县人社局受
理了蔡某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调

查取证，人社部门得出结论：属于工
伤认定范围，确定为工伤。8日，收
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服装店老板
赵某不服，来到人社局“讨说法”，并
反复强调蔡某受伤不是在正常上下
班途中，是私自外出时受伤，不应认
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科科长徐峰不急不躁
地给赵某分析：受伤的人是你的员
工，每班连续工作时间长达7小时，
单位不提供伙食，她家住得近，到饭
点回家吃饭很正常，也是解决正常
生理所需。她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是中午12点半，地点也是上下班的
必经之路，并且还因自己无法继续
上班而打电话让同事为其顶班，就
足以说明她从家到工作地点是为了
上班，而不是为办其他私事出行。
她受伤的情形属于在合理上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
害的情形，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应当认定为工伤，我们作出的行
政决定没有错误。

通讯员钱德明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一位司机因驾车不
慎撞损居民财物，酿成一起突发
事故并事后逃逸。一小时后，民
警将肇事逃逸者找到。昨天下
午，记者从辖区警方了解到，通州
区公安局五接派出所交通管理中
队民警，对肇事者张某造成交通
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行
为，依法予以罚款人民币1000
元，并记驾驶证12分处罚。

7日晚8时36分，通州区公
安局五接派出所交通管理中队值
班民警，突然接到辖区内一位村
民报来的警情，反映在五接镇老
木厂村14组家门口，有一辆厢
式货车从涉事路段驶过时，司机
将他家门口栽植的一株龙柏树和
围墙照明灯撞坏，司机事后没有

停车处理事故，而是选择了驾车逃
逸。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事故现
场。经调阅事发地周边设置的监控
录像，结合走访询问，在短短一个小
时内，民警就锁定嫌疑车辆、一辆牌
号为苏FE×××轻型厢式货车。

经查，肇事男子姓张，今年30岁，
如东人，当晚驾车送货经过事发地。

询问中，涉事司机张某向民警
介绍：事故发生当晚他由东向西驾
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由于对当地路
况不明，行车过程中疏于观察，导致
撞损报警人家门前种植的龙柏树，
以及院子围墙上设置的照明灯。随
后，司机张某对驾驶厢式货车肇事
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周朝晖 通讯员丁惠颖

晚报讯 人人都知道开车需要
驾照，然而，你可知道，开船也是需
要“驾驶证”的吗？记者昨天从启东
警方获悉，无证驾驶机动船舶黄某、
印某、陈某和教唆他人无证驾驶机动
船舶的蔡某华分别被警方依法给予
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8月份以
来，启东警方已经查获了5起无证驾
驶机动船舶，抓获违法行为人6名。

8月24日，第8号台风“巴威”
来临前夕，吕四港镇所联合茅家港
边防派出所对进港避风船舶进行安

全宣传、检查时，一举查处3起无证
驾驶机动船舶案件，抓获黄某、蔡某
华、陈某、印某等4名违法嫌疑人。

经了解，当日黄某、陈某、印某
等3人无证驾驶机动船舶出海返港
后，在民警安全检查时被查获，经进
一步询问调查发现，船主蔡某华在明
知黄某未取得船舶驾驶证的情况下，
教唆其驾驶快艇出海。目前，4人均
已被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

警方表示：无证驾驶机动船舶
是严重威胁水上交通安全的违法行

为，无证驾驶者缺乏应有的驾驶技
能以及应急处置能力，极易引发船
舶碰撞、自沉等水上交通事故，造成
生命、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

启东警方提醒广大船舶工作人
员：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杜绝各
类安全隐患。同时提醒广大市民：
无证驾驶船舶者缺乏专业培训，不
具备安全驾驶和应急处置能力，出
行危险性极高，极易引发水上交通
事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严重后
果，应拒绝乘坐。 记者黄海

无证驾驶机动船舶属违法行为
启东警方8月查获5起

中午回家吃饭返岗时遇车祸
属上下班途中，认定为工伤

撞损他人财物后司机逃逸
民警依法处以罚款千元并记驾驶证1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