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海安市民反映60米的路段
施工一月仍未完工，如皋市民反映镇村
公交未公布时刻表市民出行不便。

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开通镇村公交，
这都是为百姓谋福利的好事。之所以会
引起百姓误解，关键还在于沟通不够。如
果相关部门能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做好解
释说明工作，那么即使短期内造成不便，
相信群众也能理解支持。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关部门真正地深
入基层，换位思考，以百
姓的利益为出发点，想
百姓所想，把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严勇·

加强沟通 把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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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了，没想到我们的血汗钱还能要回
来，多亏了检察院的同志。”这几天，曾被企业
拖欠90多万工资的60多名海安市白甸镇村
民，个个喜气洋洋。

2018年11月，海安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
崔恒伟在海安市和谐劳动关系检察室值班
时，工人代表向其反映了所在企业拖欠工资
近百万元的问题。检察院走访发现，企业因
经营不善已停产停业，64名工人的工资从当
年3月起就一直拖欠，其中有37名工人已超
过退休年龄，且大多数为留守老人，当地政府
多次组织双方协调无果。该院一方面主动联
系当地法援中心，要求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一方面为这37名
工人依法向法院送达《支持起诉意见书》，要
求纺织企业支付他们46万余元。当年12月，
海安市法院开庭审理这起工人追索劳务报酬
案，达成由该企业分期支付工人劳务报酬94
万余元的调解协议。

不久，海安市农村商业银行以及纺织企
业的供货商等多名对企业享有债权的权利人
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企业归还贷款及其
利息、履行相应合同义务。经法院审理判决，
除工人工资之外，该企业尚需支付上述债权
人近2000万元。

由于企业一直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2019年4月，工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经征询财产信息发现该企业已无财
产可供执行，遂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保留
工人的债权。2019年9月，海安市法院对企
业厂房等资产，进行第一次拍卖，因无人竞拍
而流拍。

今年3月，海安市法院对企业资产再次
进行拍卖，最终以809万元的价格成交。工
人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但由于银行享有720
万元的优先债权，扣除拍卖费、税费等费用后
所剩不足40万元，给付工人工资还有近50万
元的缺口。

陷入困境的承办检察官一边跟工人代表

解释情况，一边联合当地政府、法院从保护弱
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与享有优先债
权的债权人进行协商。最终，银行同意放弃
部分权益，拿出全部利息及部分本金，帮忙将
工人工资分配份额提升至70%。

考虑到数额较大，人数众多，承办检察官
主动与当地政府沟通，由村居工作人员收集
工人的银行账户信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发
放拖欠工资。为使案件画上圆满的句号，承
办检察官还与执行法官一起，逐一核对工人
的个人信息、拖欠数额、银行账户等，由工人
本人签字确认。最终，所有执行款项全部打
到工人的银行账户。 ·刘益舟 陆吟秋·

扫码关注南通检察

海安市检察院：多方协调，助64名纺织工拿到血汗钱

遗失公告
▲贾小静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身

份证号码：320682197802028966，证号：
101709，声明作废。

▲陈若楠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H320259944，声明作废。

▲夏鲁江遗失残疾军人证，编号：苏
军F015784，声明作废。

▲严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320747576，声明作废。

▲许永贵遗失海洋渔业五等职务船
长证书，证书编号：C05一KJ338538，声
明作废。

▲徐维山遗失海洋渔业五等职务正
驾驶证书，证书编号：C05一RJ336033，
声明作废。

▲李维权遗失海洋渔业五等职务船
长证书，证书编号：C05一KJ331504，声
明作废。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4年10月7日13时在南通市朝

晖花园9幢205室门口捡拾

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或

者估计年龄) 2014年 9月 9

日，身体健康，随身携带物品

有婴儿身上裹着棉被和毯子，

毯子内发现留有一张写有出生年月的字

条，现已由南通市新城桥派出所送至南通

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崇川区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13-85100777，联系地址：崇川区青年

中路128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

子将被依法办理收养手续。

崇川区民政局

2020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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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情况

上周（9月11日—9月18日），市12345在
线平台共受理各类诉求10891件。在线直接答
复7775件，向各网络成员单位派发工单3116
件。网络成员单位按时办结率97.65%。有效
回访2592件，回访综合满意率87.42%。承办
省平台交办件315件，其他诉求136件。

■热点问题

1.咨询类诉求方面。咨询类诉求主要集中
在公安车管、医疗保险、户籍管理等领域。如通
州区某市民咨询“在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如何
补办驾驶证”；周先生咨询“如何用农保办理高
血压专项报销新增确诊备案”；金女士咨询“因
上学时户籍被转入苏州市，现已毕业，如何将户
籍转回如皋市”。市12345在线平台根据相关
政策在线答复。

2.求助类诉求方面。求助类诉求主要涉及
物业服务、市政设施管理、住房保障等领域。如
郑女士反映“崇川区虹桥南村73号楼的楼道灯
已损坏且电线外露”；蒋先生反映“长江路高架
由西向东方向有一路灯灯罩掉落，存在安全隐
患”；朱先生反映“开发区星景花园50号楼外墙

老化脱落”。市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诉求
转交属地政府协调处理。

3.投诉举报类诉求方面。投诉举报类诉求
主要表现为市容管理、环境污染、噪音扰民等领
域。如胡女士反映“新华侨龙湖佳苑幼儿园附
近厚生路上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陈女士反映

“崇川区北市街164号北侧路面上堆放了大量
建筑垃圾”；黄先生反映“海门区丝绸路春华塑
料厂中午作业时噪音扰民”。市12345在线平
台已将上述情况转交辖区政府核查处理。

■典型案例

1.海安市抢抓工期加快道路施工进度。9
月9日，海安市庞先生反映曲塘镇富康新村东
侧中心巷有60米左右路段施工已一月有余，至
今未完工。对此，海安市曲塘镇表示，该工程系
小区雨污分流工程，因涉及主管网建设，工期较
长。前期因连续阴雨天气，导致无法施工，后期
施工单位将增派人力和机械，抢抓工期。

2.如皋市进一步改善镇村公交运营模式。
9月10日，如皋市顾先生反映目前如皋已开通
40多条镇村公交，但未公示时刻表，导致市民
出行不便。对此，如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
队机动中队，第一时间会同公交企业，结合相关
体制改革进程，在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和镇村公
交运营服务规范基础上，统一规范公交站牌信
息，及时在“掌上公交”等APP发布公交信息。

3.通州区加强无环保手续企业监管力度。
9月1日，通州区某市民反映刘桥镇国云木制品
加工厂生产时粉尘扰民。对此，经通州区生态
环境局核查，该企业已领取营业执照，但未办理
环评及环保审批手续。刘桥镇环保办已要求该

企业不得生产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的喷漆工段，
并拆除相关设备。另外，该企业未办理环评及环
保审批手续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处罚。下一
步，工作人员将联合镇环保办做好后续跟踪督
促，确保企业按照要求落实到位。

■市民建议

1.崇川区五里树小学西门，每天早晨学生上
学期间交通拥堵严重，建议安排一名护学交警在
高峰期疏导交通。

2.建议在凤凰社区设立一家老年食堂，方便
居家老人用餐。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
员何岸芷）今年中秋国庆罕见“同
框”。作为通城“主菜篮”的通农
物流多方组织货源，为“双节”菜
品供应做足“功课”。各种口味月
饼齐“上阵”，散装月饼价格与去
年基本持平。水产区大闸蟹和梭
子蟹分外畅销；水果区供销两旺，
近期价格有上升趋势。

记者在市场看到，通农物流
各商户准备的各种口味月饼礼盒
早已被摆到了摊位的显眼处。精
美的包装、精致的成饼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挑选，散装月饼也大
受欢迎。椒盐、五仁、豆沙、牛肉、
果味等口味既有传统工艺的积
淀，又有时尚潮流的体现，让各年
龄段、各“流派”的食客大快朵颐。

“和去年相比，今年月饼价格
变化不大。不过随着节日临近，
月饼价格肯定会比现在有所提
高。”春涛商铺老板介绍。目前散
装月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批
发价维持在每斤7到10元，礼盒
包装的月饼价格则在几十到上百
元不等。前来购买的市民李女士
告诉记者，吃多了各种各样精美
包装的月饼，还是更喜欢老式月
饼，挑一些不同口味的月饼散装
称重就行，只在乎味道，包装越简

单越好。记者了解到，在如今“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大环境下，
天价月饼已经难觅踪影，简约的
风格、亲民的价格也成为商家营
销的热点。

水产、海鲜从来不会错过中秋
的餐桌。味美的大闸蟹成了通农
物流市场的“耀眼明星”。在通农
物流水产区，3两公蟹批发价35
元/斤，2.5两公蟹25元/斤，2.5两
母蟹60元/斤。同样热销的梭子
蟹价格在 18 元/斤，鲳鱼 12 元/
斤。“预计中秋节前后一周左右，海
鲜价格还将上涨10%左右。”通农
物流水产区负责人潘继东介绍。

由于“双节”临近，近期水果
价格有上升趋势，整体交易量也
有所攀升。目前，山东苹果批发
价 3-6元/斤，陕西苹果 2.5-4.8
元/斤；梨的批发均价在2.6元/斤
左右；青提8元/斤左右；橘子4.5
元/斤左右；冬枣6.5 元/斤左右。
去年同期，山东苹果6-8元/斤，
陕西苹果5.5-7元/斤；梨的批发
均价约2.4元/斤；青提15元/斤左
右，橘子4.4元/斤左右；冬枣7元/
斤左右。夏令水果悄然退市，秋
令水果闪亮登场，作为走亲访友
必备的秋月梨和礼盒装冬枣，目
前较受市民追捧。

本报讯（记者周朝晖 通讯
员吕炜照）针对辖区内存在的疲
劳驾驶、超员、营运客车不按规定
线路行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通
州区公安局平潮派出所交通管理
中队联合运管部门，在辖区展开
专项整治。昨天，一批违法行为
被查处。

16日凌晨5时30分，专项整
治行动启动。中队民警与运管人
员在G204线、S336线及丁平线
开展流动巡查，重点针对营运客

车疲劳驾驶、超员、不按规定线路
行驶、危险品车辆超载、未按规定
运营以及农村面包车超员和货车
超载等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截查。

在联合执法过程中，交警和
运管部门查实4辆大客车及1辆
中型客车涉嫌非法营运。民警提
醒：与普通营运车辆相比，非法营
运车辆的保费很低，也不会给每
个乘客购买保险，乘客如在途中
发生意外，将很难得到人身保障，
市民切勿乘坐。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中秋、
国庆“双节”即将来临，近日，崇川
区唐闸城管开展安全治理专项行
动。此次行动针对永怡路、永固
路、新西市路、德生路等路段餐饮
店店面房集中区域，共摸排煤气
桶店外占道经营15家，现场整改
到位6家。

同时，唐闸城管对江海大道、
通宁大道沿线、新西市路长泰路
路口的快餐加工摊点等携带煤气
桶占道经营作业的流动摊点进行

了集中整治。在对流动摊贩进行
了批评教育的同时，唐闸城管对
煤气桶、经营载具进行了没收处
理，共没收煤气桶12个，暂扣电动
三轮车14辆。同时，城管队员在
唐闸小学、十里坊小学、永怡幼儿
园等校园周边定点管理，确保上
学、放学期间无流动摊点。

据悉，下一步城管部门将加
大对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部
位隐患排查，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刚刚过去的周末天
气很“给力”，阳光持续在线，不少市民选择外出
走走，感受夏末秋初的美好。不过，本周太阳公
公即将“下线”，雨姑娘又要回来了。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新的一周冷暖空
气较为活跃，21日后期到23日将有一次明显降
水过程，其他时段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具体
预报为：21日多云转阴有小雨，早晨前后局部
有雾；22至23日阴有小雨；24日阴有时有小雨
转多云；25至27日多云到阴。

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温度都不会太高，平均
气温为21-22℃。其中，最高气温27℃左右，
出现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17℃左右，出现在
25日早晨。也就是说，一旦没有了雨水，白天
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昼夜温差逐渐拉
大，市气象台提醒，市民朋友早晚出行注意添衣
保暖。眼下正处于夏秋混战期，若是不注意容
易受凉，导致感冒或腹泻。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21日：白天多云，夜
里阴有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偏东风 3-4
级，气温18℃-27℃；22日：阴有阵雨，偏东风3-
4级，气温20℃-23℃；23日：阴有阵雨，东北风
3-4级，气温20℃-23℃。

老小区楼道灯损坏存隐患
公交时刻表未公示难出行

本周“雨姑娘”回归
早晚寒凉，市民注意添衣保暖

18日，崇川区和平桥街道百花苑社区“党员红色教育基地”内，由百花苑社区军嫂艺术团的成
员们绣制的国旗亮相。百花苑社区“百花军转苑”是我市军转干部比较集中的社区之一，国庆节前
夕，军嫂们的爱国热情高涨，相约“绣国旗”，将传统刺绣文化与爱国主义情怀相结合，喜迎新中国成
立71周年。 记者 许丛军摄

通农物流积极保障“双节”菜品供应

月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交警运管严查客车非法营运

城管部门开展节前安全治理

（上接A1版）在推进“上达下连”中强指导、做表
率，并将“第一书记”工作法在全市税务机关全面
推广，有力夯实了党建基础，推动机关党支部组
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强督促，党建业务融合更深

“感谢税务干部，帮助公司将纳税信用的无形
财富转化为‘真金白银’。”日前，通过“银税互动”平
台向中国银行成功申请800万元贷款到账后，江苏
森力威冶金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冬雷对海门税
务局“第一书记”、党委委员、副局长施卫平连声感
谢。得益于“第一书记”带领税务专业团队及时伸
出援手，企业在疫情期间渡过了难关。

督促所在党支部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
相得益彰，南通税务“第一书记”工作法构建起以
基层党的建设为“轴心”，以抓收入、抓服务、抓执
法、抓带队为“驱动轮”的“一轴四轮”融合党建新
机制，近年来先后推出服务发展“十大行动”“便
民春风”4类20项80条服务措施，出台支持实体
制造业发展等20条措施，在全省首推“社保贷”等
税银合作新产品，税收营商环境评价位居全省首

位。创新社保费网格化管理机制、“六进网格”相
关做法获得全省推广，80余篇以税资政建议得到
市厅级以上领导的批示肯定。

为强化督促力度，市税务局建立“第一书记”
“报大事议难事查要事”汇报制度、“劳动竞赛”点
评制度、承诺述职评议制度和典型推介制度，依
托“劳动竞赛”机制实行“月评排名、季考夺旗、年
争位次”，通过“第一书记”主动作为，督促激励干
事创业活力，推进工作跃上新台阶。

强引领，助力发展劲头更足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作为全省优化产
业布局、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特大项目，
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落户南通，意义深远。市税
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机关第六党支部“第一书
记”董正兴牵头成立税收服务大项目办公室，建
立“首席服务员”个性化服务制度，指派业务骨干
跟进中天钢铁项目，为项目落地洽谈中涉及的各
项财政补贴、投资建设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税源等

进行政策解读和测算。
深化“党建+项目”一体化推进机制，“第一书

记”带头冲锋，重大项目领办、重点工作领衔、创
新项目领创，同时指导支部落实“支部委员重点
项目主领、党员业务骨干创新项目主创、青年党
员志愿服务主办”工作。今年以来，市税务局机
关“第一书记”牵头服务挂钩联系单位所在地重
特大项目33个，走访重大项目437个，收集解决
问题194个，全面助力市委市政府决战“过万亿”
年度目标。

助力抗疫、优化服务、促进发展，市税务局广
泛开展“千名税干进万企，减税降费送春风”“千
名税干进万企，助力抗疫送春风”“千名税干进万
企，促进发展送春风”系列走帮服活动。“第一书
记”作为“头狼”，靠前指挥，勇当先锋，战“疫”期
间带领党员同志奔赴164个社区（村组）路口、
3890余户企业、54个交通卡点布防，在服务发展
中带领3000余名党员干部上门走访企业3.5万
余户，共征集解决问题2681项次，用税务人的担
当响亮回答了新时代南通“发展四问”。

本报记者 张 亮

“头雁领航”，服务发展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