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情况

7月10日至7月17日，市12345在线
平台共受理各类诉求 11968件。在线直
接答复 8305件，向各网络成员单位派发
工单 3663件。网络成员单位按时办结
率96.86%。有效回访3060件，办件回访
满意率 90.42%。承办省平台交办件 346
件，其他诉求254件。

■热点问题

1.疫情防控方面。共受理 686件疫
情防控类诉求，主要集中在隔离政策咨
询、核酸检测咨询、苏康码变更等，如刘
先生咨询“从山西坐火车途经北京到南
通，是否需要隔离”；张先生咨询“湖北武
汉回通是否要求做核酸检测”；冯女士反
映“注册苏康码时显示身份信息已存在，
咨询如何处理”。市 12345在线平台已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在线答复。

2.占道经营方面。共受理 338件占
道经营类诉求，主要涉及虹桥路虹苑路
口、港闸区商贸职业学院西门口江通路、

复兴东路曹家埭路口、崇安路、兴港路幸
余路口、中南·世纪花城二期东侧盘香
路、江安路江成路口、时光漫城南侧同仁
路等。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
转交辖区政府核查处理。

3.车辆违章方面。共受理 295件车
辆违章类诉求，主要集中在车辆违停举
报、车辆违章处理、行政复议咨询等，如
王女士反映“易家桥新村菜市场北门通
往青年路的原易家桥南北中心路两侧停
满机动车，交通堵塞”；缪先生咨询“在南
通是否可以处理异地车牌异地违章”；刘
先生反映“自己的车被拍到压线，但违章
信息上的车牌号与自己车牌信息不一
致，如何进行行政复议”。市12345在线
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交市公安局研究处
理或根据车管相关政策在线答复。

■典型案例

如皋市及时查处居民区餐饮店违规
放置煤气罐问题。7月7日，吴先生反映
如皋石庄万福华府南侧一排门店，有 3
家餐饮店将煤气罐露天安置在后门。对

此，如皋市公安局表示，石庄中心派出所
会同石庄应急管理部门到被举报地进行
实地检查，发现该处露天摆放了三个煤
气罐，系一家麻辣烫店所有，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并监督该
店负责人将三个煤气罐搬离，消除了安
全隐患。

■市民建议

1.市区文化广场每天人流量较大，
但仍有人骑电动车从广场上通过，建议
在广场上设置禁止骑行的标志。

2.建议在梅庵书苑公厕西侧的古井
处增加板凳，供市民休息。

麻辣烫店露天放置三个煤气
罐，如皋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及时
处置，责令搬离，消除了安全隐患。
笔者一方面为执法高效点赞，一方
面又心怀忧惧。

设若居民没有重视没有举报，
设若三个露天煤气罐发生事故，后
果不堪设想。

安全这根弦必须时时刻刻绷
紧，尤其夏季，很多店马路出摊，拎
个煤气罐就开火炒饭，危险系数成

倍增长。
职能部门不能有侥幸心理，安

全领域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再小的
漏洞都是隐患，必须及时排查整改
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一阵
风，雷霆万钧抵
不过一时疏漏，
管理要常规化
精细化，一刻也
不放松。

·汪小林·

占道经营居民生活受影响
煤气罐违规放置存在隐患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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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南通金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万象城收款收据 1 张，号码：
0004351，金额：2240元，声明作废。
▲南通金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万象城收款收据 1 张，号
码：0004350，金额：840元，声明
作废。
▲南通金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万象城收款收据 1 张，号
码：0004349，金额：4620 元，声
明作废。
▲南通金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万象城收款收据 1 张，号码：
0004348，金额：40857.60元，声明
作废。

▲刘文文遗失南通师范高等专科
学 校 就 业 协 议 书 ，编 号 ：
201869645460，声明作废。
▲刘文文遗失南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生双向推荐表，编号：
69645460，声明作废。
▲樊奕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O 320854008，声明作废。
▲朱凯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O 320951057，声明作废。
▲赵奕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O 320854254，声明作废。
▲高跃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O320221930，声明作废。
▲王金霞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编号：3206122018001212，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南通市华洋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00MA1TBQK46G）经 股
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1200万美元减少至100万美元，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
进行减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市华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0日

便民热线：59000797 59000798 办理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南通市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警情。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市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副政委陆良坤带领同事
在集中医学观察点值守、境外来（返）通
人员转运工作中筑起“内防扩散、外防
输入”的安全屏障，彰显了非常时期一
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作为，用行动践行
了从警35年不变的誓言。

内防扩散“我先上”
坚守集中医学观察点

1月 28日，因疫情防控需要，市防
疫指挥部决定在市区设立密切接触者
集中医学观察点。此时，驻外安保返
通的陆良坤刚在医院陪护照料了父亲
两天。

重任我来担，危险我先上。陆良
坤无惧身处前沿“阵地”可能直面接
触病毒携带者和疑似病例的危险，当

晚就奔赴集中医学观察点，担任安保
组长，负责医学集中观察点的驻守任
务以及全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搭建
指导。

凭借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陆良坤
迅速帮助组织搭建起物资、安保、餐饮、
消杀、客房、维保、督查等 7个小组，协
调安装隔离区监控、门禁，完善客房水
电、防护窗等基础设施，协调医废垃圾
清运、隔离区消毒，进行安全防护培
训。仅用 18个小时，各项安保防控措
施“从无到有”，不仅确保观察点按时启
用，还打造出全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

“样板”。
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生活异常枯燥

乏味，很多被隔离人员精神压力大，情
绪焦躁。作为安保组长，陆良坤每天
盯着监控视频，一旦发现被隔离人员
出房间“溜达”或其他情况，及时劝说、
安抚。

外防输入“我能行”
织密昆山转运防控网

集中隔离人员“清零”后，陆良坤的
战“疫”工作并未结束。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的转变，严防境外疫情输入成了防
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入境旅客航班落
地、人员入境、疫情检测、专车转运、定
点隔离要形成“闭环式”管理，极为重要
的链条就是“转运”。

3月 7日上午，陆良坤接到单位领
导电话后，当天中午就和其他部门的 6
名组员火速赶往位于昆山花桥国际博
览中心的疫情防控前置站，做好境外来
通返通人员的转运工作。

刚到昆山，就有 3人被抽调派驻上
海；大客车后半夜不能上高速，临时调
配的车辆及时赶上补位；穿着防护服来
回跑下来大汗淋漓，气温不高也长出痱
子……陆良坤对第一天上岗的情景历
历在目。

经过一天的忙碌，由市外办、公安、
卫生疾控、交通等多个部门组合在一起
的转运组逐渐规范运作。没有相关经
验遵循，陆良坤结合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的各项要求，严格履行“即到即送”原
则。“必须无等待、无停留，最多的一天
跑了 40多趟。”陆良坤说，哪怕待转旅
客只有一人，信息采集完毕后也必须立
即转运。

由于航班入港时间的不确定性，从
3月8日至4月4日，陆良坤每晚都处于
高度紧张状态，“眯”一会儿、醒一会儿，
甚至养成了坐着睡的习惯。

成立临时党支部
无惧危险勇当“排头兵”

直至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为口岸入
境人员就地隔离，陆良坤的转运工作
才告一段落。他带领团队在休息不充
足、饮食不规律、感染风险大的情况
下，精准指挥和调度，累计转运 1732
人，其中上海入境来通人员 648批次
1655人，北京入境取道上海来通人员
13批次 75人，由其他口岸入境转到上
海的散客2人。

面对急难险困，54岁的陆良坤用行
动诠释了忠诚、为民、担当。“说不紧张是
假的，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一名老党
员，责无旁贷。”陆良坤回忆，在医学观察
点值守时，大家心中也曾有些忐忑。他
第一时间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统一思想，
激发团队的信心和斗志，在开展防护知
识培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作人员出入规
范、实时体温测量和不间断巡逻制度，完
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不分白天、黑夜，
陆良坤与12名执行任务的同事同工作、
同吃住，用行动做表率，当好“领头羊”和

“排头兵”。
本报记者 张亮 本报通讯员 苏锦安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今年梅雨季仍在“超长待
机”中，截至 19日，我市已入梅 41天。不仅如此，“梅
姑娘”脾气还难以捉摸，时不时就上演一场“变脸大
戏”，雷雨、大雨、暴雨、局地中到大雨等轮番登场。截
至19日8时，今年市区梅雨量达470.1毫米，比常年偏
多89%。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多雷阵雨，其中 21
至 22日副热带高压较强，我市将有晴热高温天气。
具体预报如下：20日阴有阵雨或雷雨；21日多云，局
部有雷阵雨；22日多云到晴；23日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24日雨止转多云；25日多云，局部有阵雨或
雷雨；26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自入梅以来，受频繁降水影响，我市天气颇为凉
爽，大部分时候最高气温都维持在 30℃以下。不过，
从下周气温来看，“热度”将明显“升级”。其中，最高
气温35℃～36℃，出现在22日白天。虽然下周后半段
气温将小幅下降，但最高气温依然维持在“3”字头。

本报讯 （记者王全立）近日，省体育局授予省
内一批运动员为一级运动员，3名南通籍运动员榜
上有名。

被授予一级运动员的3名南通籍选手是：李马俊
（网球）、沈诗瑶（羽毛球）、方安楠（羽毛球）。

李马俊今年15岁，启蒙教练是市体育馆副馆长、
市网球队教练徐珊珊。去年8月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体校乙组比赛，李马俊勇夺男子单
打、双打冠军，此荣誉让他获得申报一级运动员资
格。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届省运会李马俊均包揽男子
单打、双打金牌。

沈诗瑶和方安楠的启蒙教练是市儿童业余体校
教练顾小晶。沈诗瑶在去年获得全国U15-16羽毛球
总决赛女子单打亚军，方安楠是去年全国U13-14羽
毛球比赛总决赛女子团体冠军成员。

运动员在我国一般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
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
动员共6个等级。一级运动员大部分是国家级洲级比
赛名列前茅者。达到一级运动员的条件后，可以申请
为一级运动员。

本报讯（通讯员陈子国 记者王玮丽）18日，南
通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举办“正版正货”
示范街区创建专场活动，为该区一批省“正版正货”示
范街区及承诺企业授牌。

近年来，南通开发区积极推进“正版正货”承诺示
范工作，在全区范围内挑选具备代表性的商业体，建
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培育优质诚信商户，广泛开展
知识产权保护、“正版正货”专项宣传。辖区南通世茂
广场、永旺梦乐城先后获批江苏省“正版正货”承诺示
范街区，7家企业获评省“正版正货”承诺企业，21家商
户被评为街区优质商户，50余家商户（企业）签订“四
不”承诺书。“正版正货、诚信诚心”的理念正逐渐向全
区推广，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当天的活动中，获评商户代表现场进行了“四不”
承诺宣誓，共同承诺：不生产、销售假冒专利或侵犯他
人专利权的产（商）品；不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或
其他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的产（商）品；不生产、销售
盗版光碟、软件、书籍等侵犯著作权的产（商）品；不采
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参与市场竞争。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政委陆良坤：

战“疫”一线筑起安全屏障 本周气温上升多雷阵雨

南通开发区深化“正版正货”示范街区创建

50余家商户承诺“四不”

全国比赛摘金夺银

三小将获授一级运动员

本报讯（记者黄海）暑假来临，为提高师生交通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近日来，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辖区各校
园，为学生送上暑假前“最后一堂交通安全宣传课”。

宣传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观看安全
警示教育片、分析典型案例的形式为学生们讲解交通
安全常识，普及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学
生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增强家庭交通法制意识
和安全意识，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民警提醒学生们，暑假外出游玩时不随意横穿马
路，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不乘坐非法营运及超员车
辆，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给出有关防火、防雷、防溺
水等方面的注意事项，使学生明白遇到各类事故时要
正确应对、远离危险。

启东交警部门上好“假前一课”

提醒学生注意暑期安全

昨天，民建南
通市委“送健康进
基层”活动走进崇
川区和平桥街道北
濠东村社区，为居
民义诊。

钱咸华摄

昨天，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
在南通博物苑
参观。暑假来
临，众多博物馆
成了市民学习
知识的好去处。

李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