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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璐）2020年元旦
期间，全市消费品市场商品丰富，物价
平稳，供销两旺，假日经济魅力尽显。
昨天，市商务部门发布统计数据，全市
重点监测的商场、超市、家电卖场、汽
车4S店、住宿餐饮等125家零售企业，
元旦当日实现销售1.2亿元，同比增长
7.5%，其中20家住餐企业共实现营业
额415万元，同比增长8%。

今年元旦期间，全市各大商场、
超市商品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
稳定。通农物流有产自全国各地的
100多种新鲜蔬菜上市供应，日供应
量达 1500吨以上；水果日均供应量

700多吨；生猪日均供应量 800多头。
市区主要商场、超市、专业店、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等30家企业，商品投放总
金额达 4.5亿元。充足货源保证了市
民消费需求，市区南通文峰大世界、
南通八佰伴、通润发超市、苏宁、五
星、文峰城市广场、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等18家商贸流通企业，共实现销售
额4160万元，同比增长6.6%。

元旦期间，我市消费品市场衣
食住行类商品全面热销，消费档次
也逐渐提升。各大商场、超市及专
业服装、鞋类市场抓住冬装换季的
有利时机，精心准备各类促销活动，

款式新颖、价格适中的服装鞋类销
售额大幅增长。食品依旧是节日消
费的重头戏，全市农贸市场和大型
超市备货充足，新鲜的水果、蔬菜、
肉类、海鲜等食品应有尽有，大润
发、沃尔玛、永旺等大型超市“称重
台”前消费者排成长龙。家电行业
商家围绕“迎新贺礼”“以旧换新”大
做文章，掀起家电产品的销售热潮，
熨烫机、液晶电视、环保冰箱、节能
空调等产品颇受欢迎。

与此同时，许多高端产品吸引消
费者眼球，老凤祥银楼、周大生等黄
金珠宝经营企业人气旺盛，黄金、铂

金等饰品呈旺销态势；各大商场、专
业店的通讯产品销售异常火爆，新款
手机及多性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者
追逐的热点。

明确群租房界定标准

《通告》由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及省电力有限
公司联合对外发布，共有十三条内容。

“首先明确了群租房的定义。”杜
松华说，根据《通告》第一条，出租住房
供他人集中居住，出租居室10间以上，
或者出租床位达到 10个以上的，应当
作为群租房进行管理。

《通告》明确，群租房租赁双方应
当依法租赁住房，按照法律规定和租
赁合同约定的职责分工对群租房安全
负责，确保群租房及室内设施符合规
定的安全标准。出租人要按照供社会
公众活动的场所的安全规定，建立相
应的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登记有
关信息，落实安全责任。

《通告》还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利用群租房从事无照经营活动，
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无照经营。

有四种情形不得出租

所有的住房都可以用来出租吗？

答案是否定的。《通告》明确指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住房不得出租：属于违
法建筑的；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违反规定改变住房
使用性质的；法律法规禁止出租的其
他情形。

“也不得将房间分割出租。”杜松华
说，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
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居租住面积不得低
于设区市、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同时，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
藏室也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一旦住房租赁合同订立后，双方
当事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租赁住房
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产）部
门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登记备案
内容发生变化，续租或者租赁终止，双
方也应当在 30天内，到原租赁登记备
案的部门办理变更、延续或注销手
续。”杜松华提醒说。

此外，承租人是流动人口的，出租
人还应当告知其按照规定办理居住登
记、申领居住证。

电瓶车不得违规充电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按照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使用群租房。对此，《通
告》明确，不得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门
厅、楼梯间、公共走道等公共区域，以
及存在其他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
行为，也不得采取“飞线”、入户等方式
违规充电，或者将电动车停放在地下
室、半地下室、居住房间。

“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杜松
华说，电动车是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
工具，同时电动车火灾也呈多发频发
趋势。对此，2019年9月，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等五部门专门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重点整治电动
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
等突出问题，“提升安全意识是最好的

‘灭火器’。”
同时，出租人和承租人还应当遵

守安全用气规则，不得在居住房间内
使用、存放瓶装液化石油气，或将瓶装
液化石油气设置在室内公共活动区域
和未靠外墙的其他单独房间。

转租需承担治安责任

根据《通告》，承租人应当安全使

用租赁住房，在使用范围内履行安全
责任，不得违规使用电气、燃气等设
施，发现火灾等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
或通知出租人消除。承租的住房不得
用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
等危险物品。

“一旦转租、转借出去，治安责任
将由承租人承担。”杜松华说，将承租
住房转租、转借他人居住的，承担出租
人治安责任，并向公安机关申报登记
信息。留宿他人居住超过 7天或者增
加实际居住人的，也应当向公安机关
申报登记信息。

“对违反《通告》有关规定的行为，
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杜
松华认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抵
制违法租赁行为，自觉整改群租房安
全隐患，并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发现、规
劝和举报违法租赁行为和群租房安全
隐患，“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将按规定
予以奖励。”

除了《通告》中公布的省级举报电
话，广大市民还可通过市政府12345在
线服务平台进行举报。

本 报 记 者 张 亮
本报通讯员 苏锦安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以榜样引领，推动高质量司法实
践。上月30日下午，全市法院第二届“十佳法官”颁奖典礼在
南通中院举行。南通中院金融庭副庭长刘琰等10人从全市
550名员额法官中脱颖而出，获授“十佳法官”荣誉称号。市
领导姜永华、葛玉琴、张轩、金元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
代表颁奖。

去年 8月，南通中院启动全市法院系统第二届“十佳法
官”评选活动，严格按照政治素质过硬、法治信仰坚定、司法
能力突出、司法作风优良、综合评价优评选条件，从全市法院
550名员额法官中评选出20名候选对象。活动组织了为期5
天的网络投票，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先后共有26万多人
次参加投票。经综合评定，最终评选出“十佳法官”10名、“十
佳法官”提名奖10名。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永华向受到表彰的法官表示
祝贺，同时肯定了全市法院一年来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
望全市法院在新的一年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保障发展大局，深化司法体
制机制改革，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市新实践，推进“智慧法
院”建设，进一步提升执法办案质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建
设过硬法院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昨天上午，由市委组织部、市国资
委和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融合
党建带”志同“道”合·第二届公益跑在南通植物园开跑，“融
合党建带”成员单位和部门的400多名党员参加，以奔跑的健
康方式助力公益，感受南通的绿色发展和美丽生态。副市长
陈晓东参加活动。

本次公益跑全长约 3.5公里，环绕植物园主干道一周。
赛道两旁的水生树木园、水生花卉园等景点都让大家纷纷感
叹，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跑步，感觉心旷神怡、动力十足。

自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全面开工以来，在“融合党
建带”活动的引领下，轨道交通各设计、施工单位以及沿线党
建共建单位以高标准、高质量、高起点，有力保障了轨道交通
各项建设任务的顺利推进，成为国企党建新品牌。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昨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南通
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从立法层面强化了
对绿地的保护和对毁绿行为的处罚，为减少涉绿违法行为，
更好地保护绿化成果提供了法制依据。

《条例》共计二十条。在立法过程中突出南通特色，对城
市绿化规划、建设、管理、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探索。《条
例》明确了城市绿化管理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的职责，确立
了永久保护绿地制度，确定了对擅自占用绿地、擅自移植和
砍伐树木等城市绿化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确定了群众参与
制度，强化了城市绿化管理和监督。《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将
我市城市道路绿化“503020”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在城市新
建区域予以固化。

条例明确了城市道路绿化“503020”标准，《条例》第六条
第二款规定：“具备条件的城市道路，应当按照快速路两侧各
不少于五十米、主干道两侧各不少于三十米、次干道两侧各
不少于二十米的标准，规划建设公共绿地。”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
因建设或者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应当经城市
绿化主管部门同意。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占用人应当在规定
期限内恢复原状。擅自占用城市绿地，或者临时占用城市绿
地未按时恢复原状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处每平方米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本报讯（记者刘璐）上月28日-29日，由中国商报社、中
国商界杂志社、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研究所、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中国流通研究院共同发起主办的“2019中国经济发
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经济影响力人物年会”在北京举行。会
上，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海赛普新能源高科技（江苏）
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媛华，荣获“2019中国经济十大商业木兰”
称号。

海赛普新能源高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是国内外技术领
先的铅酸蓄电池延寿、修复、检测装置高科技研发生产企
业。此次评选组委会给该公司的评价是：在品牌价值、市场
表现、发展潜力、创新能力等方面业绩卓著，实属新时代“工
匠精神”和“中国梦”的践行者，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

榜样引领推动高质量司法实践

南通“十佳法官”获表彰

轨道交通“融合党建带”
第二届公益跑活力开跑

《南通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昨起正式实施

“2019中国经济十大商业木兰”揭晓

南通一女企业家上榜

日前，我省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群租房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前天，全
市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杜松华对《通告》进行了解读——

违规改变住房性质等四种情形不得出租

昨天下午，
南通市优秀戏曲
票友演唱会在伶
工学社举办，市
文化馆戏曲班学
员为戏曲爱好者
带来了一场精彩
戏曲演出，共贺
新年到来。

记者 龚丹

本报讯 （记者蒋娇娇）昨天上
午，由南通文旅集团主办、濠河公司
承办的濠河元旦迎新跑在濠河风景
区游客中心举行，吸引了近千名市民

参加环绕濠河 8公里跑步活动，在欣
赏美景同时迎接新年。

“能够和家人、朋友一起，用运动
的方式迎接新年，非常有趣也很有意

义。这次参加迎新跑沿途看了看濠
河风景，感觉家乡的母亲河变得越来
越美丽了，打心眼儿里感到开心。”市
民孙麒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天，由南
通市体育总会主办，南通市铁人三
项运动协会、南通市马拉松运动协
会承办，南通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南
通市轮滑运动协会协办的“越山望
海·奔向 2020”元旦迎新国际骑跑两
项赛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南通最
美赛道上激情开赛（左图）。来自世
界各地的 400多名业余运动爱好者
参加了比赛。

此次骑跑两项赛受到了全市业
余运动爱好者的普遍关注，不少自行
车运动和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纷纷
报名参赛，值得一提的是有数十名儿
童也报名参加了比赛。

“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够和这么多
中国的运动爱好者在南通的最美赛
道来一场比赛我感到很荣幸，希望有
机会再参与这样的活动。”在骑跑两
项赛男子组中，来自法国的 Alexan⁃
dre Sybillan以56分06秒获得了这个
组别的冠军，在赛后他对能参加这次
比赛十分满意。

“今天在南通最美赛道一边饱
览美丽的风景，一边进行比赛真可
以算是一种享受，心情格外的舒
畅。”在南京银行工作的钱许慧参
加了当天骑跑两项赛女子组的比
赛，并以 1 小时 17 分 25 秒获得了
第三名。

（上接A1版）
与此同时，结合道路改造契机，南通公交进行二代电子

站牌部署，截止到2019年9月底已完成安装97座新型公交
电子站牌，系统更趋完善。新进180台新能源车，在去年底
前全部完成登记注册，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去年12月27日
正式交付使用南通公交秦灶二期停车场，占地面积36008平
方米，停车场配套建设充电桩50根，可满足100辆车同步充
电作业。

市民华晶晶住在南通市区，经常乘坐8、13、22、53路前
往开发区上班。作为一名老南通人，公交站牌的更迭变化，
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我还记得，最早的公交站牌是一张
纸，上面写着线路名、站点名、往返时间、车票价格等信息；后
来换成第一代电子站牌，上半部分为液晶屏，显示车辆发车
情况、距离本站点还有几站、站点信息，下半部分仍为纸质。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路段又安装了新型电子站牌，相比而言
更加科技化、人性化。市民能一目了然地知道车辆到哪儿
了、距离此站还有多长时间，同时增加语音播报功能，并且显
示3种不同颜色的汽车图标，市民可以了解车辆是否拥挤。”
华晶晶说，“我还发现市区的很多新型电子站牌设有一处便
民手机充电口，手机没电也不用担心了。科技在进步，南通
公交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为市民提供更便利服务。”

2020年，南通公交将紧盯“乘客满意”这一目标，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创新服务举措，做好公交便民实事，为通城市民
绿色、环保、安全出行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本报记者 徐爱银

南通公交着力提升百姓出行品质

元旦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供销两旺
125家零售企业当日销售同比增长7.5%，服装食品黄金珠宝等热销

最美赛道首次上演国际骑跑两项赛
4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赛

近千人环濠河跑迎接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