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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证出现人员聚集？
物业经理讲述始末

“目前，正是防控新冠肺炎的关键
期，崇川区观音山这边的观阳名邸祥云
物业，竟然让所有业主去物业处办理通
行证。”家住观阳名邸的市民，在向本报
热线反映问题时，忧心忡忡，“办理通行
证大家能理解，也愿意接受；只是，这个
办理方式真不好。当时，物业门口办证
的人已经扎堆了。”

接到市民投诉后，记者昨天下午赶
到观阳名邸展开调查。

“确有此事。但是，市民反映的问题
有些夸大。”在观阳名邸物业用房三楼，
南通祥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葛
兵说，“这件事其实发生在 2月 11日上

午。当天，物业公司出面为小区居民办
理车辆和人员通行证，这些物品都是物
业自费印制的。此前，我们通知每家每
户派人分期分批前来物业公司领取，不
要赶场子更不要扎堆。没想到不少市民
只顾着早点拿到证，却忽视不要集中、分
期领证的提醒，结果就出现了十几个人
排队领证的现象。”

“居民拍摄视频和照片上传网络
后，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葛兵向记者介绍情况的同时，其
他工作人员也出具了有关证据，在现
场予以佐证。

物业社区磋商
改“领证”为“发证”

物业公司在发放车辆和人员通行证

过程中意外引发的舆情，引起观音山街
道、学堂桥社区的高度关注。

“祥云物业总经理在了解到这起意
外事件后，立即通知我们叫停小区居民
上门领证。”葛兵说，“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向接受了体温测量、排队领证的居民一
个个做工作，表达歉意，将排队人员全部
劝离现场。”

“12日，祥云物业和学堂桥社区就发
通行证一事，双方工作人员进行了磋商。”
葛兵告诉记者，“最终，经过双方的沟通和
协商，决定将此事由物业公司移交给社区
出面处理，由社区专职人员负责，落实包
干制，一个人承包两到三幢居民楼，直接
上门送到居民家中。”

记者在采访现场看到，为做好向居
民发放车辆和人员通行证一事，社区通
过“小喇叭”广播进行了及时提醒；并且
工作人员将印制好的相关通行证，按照
各自所认领的楼幢，一层一层、挨家挨户
上门进行了统一发放。

确有人聚集且不戴口罩
落实防疫通告不能走样

采访完祥云物业发放车辆和人员通

行证引发的所谓“排队人员聚集扎堆”一事
后，记者随后又对当地居民反映的“观阳名
邸小区有老人户外聚会不戴口罩”一事，展
开现场调查。

记者了解到，观阳名邸是崇川区观音山
街道规模较大的拆迁安置小区之一，仅祥云
物业所负责管理服务的这一块区域，就有
2448户。

正如反映问题的市民所说，在小区
朝南、朝北的两个大门口，记者看到一些
闲来无事的老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
说笑笑。其中，有个别老人确实没有戴
口罩。

在观阳名邸的一处名为“法治广场”
的休闲地带，聚集的老人数量更多。记者
在涉事现场粗略数了数，人数有十几个。
其中，有两三个老人并没有佩戴口罩。小
区里喇叭里正在宣传“居民居家少外出，
相约聚会要不得；出门勿忘戴口罩，保护
自己和他人……”，可是，这些老人却置若
罔闻。

落实防疫通告不能走样，小区管理亟
待给薄弱环节“打补丁”。当然，最需要的
还是居民积极配合。

本报记者 周朝晖

疫情发生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第
一时间发出《致全市广大退役军人和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的一封信》，全市4万
多名退役军人和 2000多名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者响应号召、奋战“疫”线，积极参
与到社区防疫、政策宣传、服务重点人员
和帮扶复工等工作。

前方“打仗”，后方支援

无须动员，随时待命，疫情就是命
令。从大年三十起，通州湾示范区卫生
所副所长陈有忠一直带领全所职工奋战
一线，吃的是泡面，睡的是临时地铺。

大年初三，陈有忠95岁的老母亲生
病，他无暇分身前去探望，只能拜托家人
送医治疗；大年初五，他自己也因连日过
度劳累病倒了，但始终放不下隔离区防
控工作，第二天依然出现在岗位上。“同
样是战场，现在条件比当兵时已经好很
多了，这点苦算得了什么，这次我们一定
能打赢！”陈有忠说。

1月31日，南通东平蔬菜基地筹备了

20吨蔬菜，想捐赠给武汉，却找不到人运
输。无奈之下，蔬菜基地联系到高哥爱心
车队，几分钟过去，500人的群里寂静无
声。家住海安的尤晨光看到消息后坐不
住了，“我是一个兵，哪里需要哪里冲。现
在正是武汉生活物资最急缺的时候，我去
送。”就这样，他踏上了千里“逆行”路。11
个小时后，他顺利将蔬菜送达武汉。返乡
的路上，他又主动联系村负责人，下高速
后立即到定点医院接受集中隔离。

坚守岗位，保障复工

9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八大队交
警李国华终于有了一天的休息时间。他
脱下警服，转身就来到崇川区和平桥街
道濠西社区，报名认领“文明行为劝导”
服务项目，这是该社区第 9个主动报名
参加抗击疫情的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组织力强、执行力强，不
少还是党员，所以我们特别设立了共产
党员先锋岗和退役军人奉献岗。”同为退
役军人的濠西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林说，

江苏精英电器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老
兵范建华不仅送来了桌椅、暖水瓶，还捐
了1万元，并且组织公司党员参与值守。

南通开发区竹行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发出“召集令”后，退役军人们纷纷主动
请缨，穿上迷彩服走到抗击疫情第一线；
海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退役军人突
击队”，抽调局机关6名退役军人进驻海门
工业园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12个镇（街
道、园区）也都成立了“退役军人志愿者服
务队”；启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企业
工作组，深入王鲍镇挂钩帮服企业做好疫
情期间复工各项准备，先后走访企业64
家，指导办理复工手续10家；国网如东县
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党员服务队队员争先
递交“请战书”，全力保障防疫定点医院、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和乡村疫情观察点用
电安全……“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虽
然脱下了军装，但誓言铿锵永不忘。

防止聚集，争做表率

大年初二，如皋 81岁的军休干部

陈玉明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老人始
终关心着疫情，也再三叮嘱子女和如皋军
休所的同志们，自己没能力为抗击疫情捐
款了，丧事办理就一切从简，不告别、不宴
请，也算是给社会尽最后的微薄之力了。
老人走后，一切按老人遗愿，从简治丧，文
明祭奠。

在海门市悦来镇保民村党群服务中心，
23岁的陈挺楠正认真整理居家隔离人员的
台账资料。虽然退伍到村里还不到 4个月，
但他已经摸熟了村里的工作。大年初八一
早，陈挺楠与父母来到 336省道边，将订婚
的礼物交给女朋友及其父母，3分钟就算完
成了“订婚仪式”。“对她是有亏欠，但现在
疫情防控是大事。”小伙子羞涩地说，“她们
一家都很支持我，等疫情消散，就正式迎娶
她过门。”

“疫情防控阻击战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斗，一声‘到’，一生‘到’，我们时刻准备着
切换战斗姿态！”4万多名退役军人，都在用
实际行动守护着心中的那片橄榄绿。

本报通讯员 陈磊 本报记者 何家玉

本报讯 （记者周朝晖 通讯
员朱钰 郭皋彭）12日一早，南通
捐助武汉的 10吨黑塌菜运抵国防
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顺利转
运入库。

义捐 10吨黑塌菜的是位于如
皋高新区的君和民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左林是从军
32年的退役海军军官，在如皋流转
土地 2000多亩，经营蔬菜种植生
意。10日，左林偶然在微信群中看
到武汉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蔬菜紧缺的消息后，忧心如焚，火速
行动！

“当下正是黑塌菜收获时节，
营养价值丰富，口感最好。”左林介

绍，“总部设在武汉的国防科技大学信息
通信学院，承担着通信保障重大任务。他
们缺少新鲜蔬菜，我心里有点急。”

作为退役军人，左林曾多次向部队
官兵义赠黑塌菜，特别是为随舰艇远航
四大洋的中国军人解决“吃菜难”问
题。他说：“黑塌菜经过高温杀菌后在
零下 40℃解冻仍可保存两年，这样，可
以确保正在武汉抗疫一线紧张战斗的
军队官兵、医护人员等吃到新鲜可口的
蔬菜。”

10日，在众多村民的帮助下，10吨
黑塌菜只用不到两小时就顺利装车，随
后星夜兼程火速驰援武汉。

右图：搬运黑塌菜，村民们个个
出力。 朱钰 朝晖摄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从事团膳配送必须取得

“集体用餐配送”资质。13日，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
南通市嘉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泽川产业园分公司
等20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

获证从事团膳配送的 20家企业中，崇川区 5
家，南通开发区 12家，通州、启东、如东各 1家。目
前，除这些企业，其他普通餐饮单位一律不得从事
团膳配送。普通餐饮单位疫情防控期间可由堂食
改为线上外卖，需按要求无接触配送，外卖规模不
得超过自身生产、分装、配送能力。

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各供餐单位在复工复业
前要配备必需的疫情防控物资，经当地政府认可
后方可复工复业。要强化从业人员健康和环境
卫生管理，落实从原料采购、烹饪加工到配送服
务全过程防疫措施，坚决切断疫情从餐饮环节的
传播途径。

本报讯（记者刘璐）记者11日从市贸促会了解
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企业对外贸易的影
响，帮助企业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市贸促
会（国际商会）即日起开通南通市外贸企业法律咨
询和调解服务热线。

法律服务热线主要依托市贸促会（国际商会）
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专家团队，通过“引航灯”公众号
定期发布风险防范预警，为企业解答和帮助企业处
理因疫情导致的各种商事法律问题，重点开展法律
咨询、出具不可抗力事实证明和后续的商事调解服
务。据了解，咨询工作时间为工作日的9:00-17:00，
其中法律咨询、商事调解的热线电话为 0513-
85115297；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方面的咨询电
话为0513-85115252，0513-85115251。

目前，市贸促会成立了疫情防控企业咨询QQ
群（956101092），受理企业咨询关于疫情事实性证
明、由疫情引起的贸易纠纷以及临时遇到的各种政
策协调等问题。疫情防控期间，为了避免外出和接
触，企业可以采取网上申办的方式，市贸促会将免
费提供办理服务。

全市4万多名退役军人吹响集结号，奋战抗疫一线，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帮扶复工等工作——

用行动守护心中的橄榄绿

小区物业发放通行证，领证人员排队聚集？小区广场还有不少老人扎堆？昨天，记者进行了探访——

封闭管理，薄弱环节亟待“打补丁”

提供法律咨询和商事调解服务

市贸促会开通热线

20家单位获团膳订餐认准
普通餐饮单位可线上外卖

“放心，有我在，你们去忙。”这是王建华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王建华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309名市级机
关下派干部中的一员，驻点南通外贸中心。他
特别能理解基层干部的辛苦，总是对大家说：

“基层情况复杂，事情很多，你们去忙其他的
事，这里有我在，你们放心。”

每天一大早，王建华就来到外贸中心，和
保安一起测体温、做登记，还不停向大家解释
着最新政策要求，劝说着来上班的一拨又一拨
激动的人群。

大到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小到企业复工
流程是什么、表怎么填、什么地方要整改、要准
备多少口罩、多少桶消毒水，王建华都如数家
珍。在他的帮助下，楼宇内有 8家企业提交了
复工申请表，企业复工指日可待。

外贸中心内有一家南通市贸促会出口认
证中心，疫情期间，该中心为受影响的外贸进
出口企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以帮助企业应
对外商的索赔。可目前中心无法正常上班，
负责人万分心急。王建华了解到情况后，第
一时间与区驻点干部、街道取得联系，急企业
所急，不到半天，就开辟了绿色通道，该中心
每天安排两名本地人员到岗，采用不见面审
批，不接触审理方式，接受企业网上申请并制
作证明书后邮寄给企业。

本报通讯员 陆鹏

本报讯（记者尤炼 通讯员汤建军）昨日，
崇川区学田街道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临时党
支部正式成立。该临时党支部由隔离医学观
察点医务人员、学田派出所民警和其他工作人
员中的党员组成。

当天，7名党员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将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把党旗高高地飘扬在疫情第一线，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临时党支部成员 24小时值班，昼夜不间
断。主要任务是跟踪管理隔离对象，了解他们
的心理动态，对隔离点人员提供测温、购买生
活必需品，同时提供知识普及等服务。

“临时党支部的成立，让我们的防控一线
有了更加坚强的战斗堡垒。”该临时党支部书
记胡建华说，临时党支部将带领支部全体党
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靠前，牢记使命，把

“堡垒”驻在防控最前沿，做到关键时刻有组织
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坚决落实留观防控责
任，确保管控到位、关怀到位，让观察点成为留
观人员的一个“家”，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
的誓言。

全天候值班确保管控到位

学田街道隔离点
成立临时党支部

“放心，有我在，你们去忙”
——记市级机关下派干部王建华

10吨如皋黑塌菜急援武汉

昨天在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拍摄的
画面。南通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在防控
疫情的同时，充分发
挥了保供作用，目前
每天蔬菜到货量千
吨左右，蔬菜、粮油、
肉类供应充足。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