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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在2020年11月—2020年12月期
间，对以下35名职工的伤残等级进行了鉴
定，以下用人单位、职工的鉴定结论经邮寄
送达未成，现依法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予以
公告：

1.用人单位：山东巨野隆弛劳务有限公
司，工伤职工：吴筛群，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2772号，鉴定结论：捌级
伤残。

2.用人单位：天生国际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工伤职工：赵天修，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331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3.用人单位：河南长实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工伤职工：李义方，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355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4.用人单位：江苏启迪机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工伤职工：丁玉轮，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3660号，鉴定结论：
玖级伤残。

5.用人单位：安徽润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工伤职工：冒桂如，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816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6.用人单位：南通蒙通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工伤职工：张玉华，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879号，鉴定结论：柒级
伤残。

7.用人单位：南通玉成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工伤职工：周永超，鉴定结论书
编号：通劳鉴工初（2020）3894号，鉴定结
论：拾级伤残。

8.用人单位：南通开发区通领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工伤职工：吴远政，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3977号，鉴定结论：
玖级伤残。

9.用人单位：吉林省苏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伤职工：陆平，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4011 号，鉴定结
论：拾级伤残。

10.用人单位：苏州永旺永乐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工伤职工：李培芳，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4014号，鉴定结论：
玖级伤残。

11.用人单位：湖口华盛船舶安装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雷勉春，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劳鉴工初（2020）4062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12.用人单位：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张勇，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劳鉴工初（2020）4079号，鉴定结论：玖
级伤残。

13.用人单位：启东市东平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工伤职工：叶建飞，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4117号，鉴定结论：
玖级伤残。

14.用人单位：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工伤职工：吴健华，鉴定结论书编号：通劳鉴
工初（2020）4271号，鉴定结论：拾级伤残。

15、用人单位：南通固龙工程劳务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陈永康，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劳鉴工初（2020）4313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16.用人单位：南通好瑞吉家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工伤职工：孟凡进，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州劳鉴工初（2020）565号，鉴定结论：
拾级伤残。

17.用人单位：苏州润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杨文明，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安劳鉴工初（2020）615号，鉴定结论：玖
级伤残。

18.用人单位：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马华，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安劳鉴工初（2020）634号，鉴定结论：玖级
伤残。

19.用人单位：昆山安信达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工伤职工：陈自清，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安劳鉴工初（2020）637号，鉴定结论：
拾级伤残。

20.用人单位：淮安市华远建筑工程劳
务有限公司，工伤职工：余棉竹，鉴定结论书
编号：通安劳鉴工初（2020）639号，鉴定结
论：拾级伤残。

21.用人单位：江苏南通三建海外劳务
有限公司，工伤职工：庄少林，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海劳鉴工初（2020）810号，鉴定结论：
拾级伤残。

22.用人单位：南通丝蚨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赵小明，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海劳鉴工初（2020）869号，鉴定结论：拾
级伤残。

23.用人单位：太仓辰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陆雅英，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海劳鉴工初（2020）975号，鉴定结论：玖
级伤残。

24.用人单位：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工伤职工：程言海，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东劳鉴工初（2020）92号，鉴定结论：
拾级伤残。

25.用人单位：如皋天顺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沈建冲，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启劳鉴工初（2020）409号，鉴定结论：拾
级伤残。

26.用人单位：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工伤职工：黄玉兵，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启劳鉴工初（2020）472号，鉴定结论：无
伤残等级。

27.工伤职工：陶学亮，用人单位：南通
常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劳鉴工初（2020）3471号，鉴定结论：继续
治疗。

28.工伤职工：陈华，用人单位：南通秦

船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753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29.工伤职工：李锋，用人单位：南通文
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劳鉴工初（2020）3850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30.工伤职工：马自文，用人单位：泰兴
市启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
编号：通劳鉴工初（2020）4300号，鉴定结
论：拾级伤残。

31.工伤职工：陈珠英，用人单位：江苏
新世纪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
号：通劳鉴工初（2020）4030号，鉴定结论：
拾级伤残。

32.工伤职工：葛乃健，用人单位：海安
时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安劳鉴工初（2020）546号，鉴定结论：拾
级伤残。

33.工伤职工：王友富，用人单位：南通
天福机械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通
安劳鉴工初（2020）725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34.工伤职工：汤庆，用人单位：江苏华
为建设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通海
劳鉴工初（2020）847 号，鉴定结论：拾级
伤残。

35.工伤职工：王祖海，用人单位：南通
常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鉴定结论书编号：
通海劳鉴工初（2020）890号，鉴定结论：拾
级伤残。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若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对鉴定结论不
服，可以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南
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复核鉴定
申请。

特此公告。
南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联系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政务
中心主楼1020室

联系电话：0513-59000291

公 告

晚报讯 11日，海安一位中年
妇女遭遇车祸受伤，危急之际，当地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及时伸出援手，
伤者得到及时救治，转危为安。

当天上午，南通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海安执法大队执法
人员在G328国道正常巡查，发现
一辆大型货车横亘在马路中央，一
辆电动车卡在货车前端，执法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在现场，一名中年妇女倒在地

上，鲜血从鼻子里流出，腿部也受伤。
“快，救人要紧！”中队长一声令下，几
名执法人员分头行动，立即在事故现
场设置警示标志，一边指挥过往车辆，
维护交通安全，一边拨打120和110
报警。

接报后，120和 110先后赶到现
场，交通执法人员配合医护人员将伤
者送到救护车，并配合交警现场取证
后才离开。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薛海宁 包宏龙

晚报讯 一些甜品店为吸引
客户，尤其是儿童群体，经常会在
蛋糕上摆放一些可爱的卡通玩
偶，如“哆啦A梦”“喜羊羊”等，
殊不知该行为可能已侵害了他人
的著作权。记者13日从南通中
院了解到，如东某西点坊因为擅
自在其销售的蛋糕上使用了他人
享有著作权的玩偶被诉至法院，
最终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000元，
为侵权行为付出了代价。

《海底小纵队》系列动画片自
2010年在英国BBC首播以来，
已先后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
主流媒体播出，深受儿童喜爱，动

画片中的“皮医生”“巴克队长”
“呱唧”等动漫形象获得了极高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万达儿童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经授权获得了上述
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著作
财产权。该公司经调查发现，如
东某西点坊未经许可，在其销售
的蛋糕上使用了《海底小纵队》相
关卡通玩偶，遂经公证取证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
万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
成和解协议，被告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8000元，原告撤回对被告的
起诉。

据统计，近两年南通中院受理
涉及《海底小纵队》的著作权侵权案
共计63件，其中涉及在蛋糕上使用

“海底小纵队”卡通形象案件4件。
法官提醒，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
作品易构成侵权，相关经营者务必
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及时将可能
涉嫌侵权的卡通玩具商品下架，这
既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也能
有效规避自身经营活动的法律风
险。此外，由于经营者无法确认所
使用卡通玩具是否符合国家要求的
食品安全标准，不建议在蛋糕等食
品上使用相关卡通玩具。
通讯员王立朋 杨志远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季某原本跟父亲一起
从事油漆粉刷工作，如果认真干活
一年也能有十来万元的收入，但他
走上了盗窃的歪路。12日，如东县
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
季某批准逮捕。

第一次偷东西，由于盗窃的东
西达不到立案标准，季某被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十天。被处罚后，他没
有吸取教训，又实施了多次盗窃行
为，去年6月12日被如东县人民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当年11月18日刑满释放。

刑满释放的当天，季某还向看

守所管教保证，出去后一定好好做
人。可走出监狱还不到两个小时，季
某又开始伺机寻找猎物。他转到一小
区地下车库，发现一辆电瓶车钥匙没
有拔，左右观察没人，立马坐上电动车
开走了。这一次盗窃顺利实施后，季
某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实施了三次
盗窃行为。

鉴于季某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又
犯罪，且其本身无法自主控制自己的
盗窃行为，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
无法防止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如东
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通讯员王艳 邓灿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检察院给我们带
来好消息的同时，也给我们拧紧
了安全防范意识的阀门。”12日，启
东市某公司负责人打来电话，对启
东市检察院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去年11月14日，启东A公
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公司财务
系统遭到破坏，经过一番排查，嫌
疑的焦点集中在系统售后维护人
员苏某身上。没过多久，苏某被
抓捕归案。据苏某交代，案发前
他在上海一家软件公司任职，其
作为售后维护人员经常帮A公
司维护财务系统，因此可以轻而
易举地获取A公司的服务器后

台密码及远程控制连接账号等信
息。因私人原因，他与A公司出
现一些不愉快后，去年11月11
日凌晨，他远程登录了A公司的
服务器，删除了服务器D盘中的
系统及数据，导致财务系统无法
正常使用。此后，A公司为恢复
数据、重新搭建财物系统，共花费
了人民币34000元。

尽管苏某事后也表示后悔，
但他仍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
价。今年1月5日，启东市检察
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犯
罪嫌疑人苏某批准逮捕。同时，
为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条，确定直

接经济损失的涉案金额，检察官还
向公安机关发出 《继续侦查提
纲》，建议他们进行补充侦查。目
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办案检察官张国礼认为，计算
机系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很多单位都会找软件公司帮忙做系
统维护，期间难免会将账号、密码
等信息告知工作人员，这是存在安全
隐患的。针对A公司存在的问题，7
日，启东市检察院发出今年首份刑事
风险提示函，建议其全面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彻底根除风险隐患。

通讯员徐堇桐 黄诗谕
记者何家玉

蛋糕上摆放卡通玩偶涉侵权
如东一甜品店赔付8000元

企业财务系统被入侵
检察官送去风险提示函

中年妇女车祸危急
交通人员及时救援

刚出监狱又盗窃
小伙恶习难改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