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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0923民初160号
孔祥亮：本院受理原告盐城长源滤

袋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限你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2020)苏 0923 民初 16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 苏0411民初3423号

冯灵杰、南京光畅银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薛芳琴诉被告
冯灵杰、南京光畅银行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
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
组成通知、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一楼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4464号

青岛旭锐丰铸造有限公司、青岛承
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天长市康泽橡塑
有限公司、仪征博泉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仪征市惠东科腾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青岛浩恩医药耗材有限公
司、青岛旭锐丰铸造有限公司、青岛承
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天长市康泽橡塑
有限公司、仪征博泉贸易有限公司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被告青岛浩恩医药耗
材有限公司对本院 (2019)苏 1081 民初
4464号民事判决书不服，通过本院向扬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 苏0322民初3879号

曹家爱：本院受理原告盛德天诉被
告曹家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伏志民、刘秀珍：本院受理原告刘

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裁判。

睢宁县人民法院
朱佳华：本院受理原告周权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诉
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裁
判。

睢宁县人民法院
夏亭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尤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王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3854号
林金田、陈燕：仪征市人民法院受

理原告王爱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仪征市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仪征市人民法院
李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 苏0324民初2269号

赵凯强：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20） 苏 0324 民初 22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4308号

蒋惠江、韩宝荣、李成春、第三人
蒋惠珍：本院受理原告蒋惠中诉被告蒋
惠江、韩宝荣、李成春、第三人蒋惠珍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简转
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3555号

王帮军、闫宝如：本院受理原告徐
洋与你(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时 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5204号
常州帝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何定

浩、何学东、程余兵：本院受理原告杜
松诉被告常州帝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何定浩、何学东、程余兵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及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5871号

成都掌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广西
英拓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练志锋：本院
受理的原告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南京长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

临江老城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丁绍明、丁力诉你等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孝陵卫法庭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理。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5788号

赵芝田：本院受理原告沈朝金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0106民初5788号民事判决书及
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7221号

徐强：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中隆汇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强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复印件，民事裁定书，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结果及期限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9：30在本院(南京市秦淮区俞家
巷 21-1 号)第二十六法庭开庭 （遇节假
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19)苏0104民初12513号

南京宁储百货贸易有限公司、南京
海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乐旺超市有限
公司、魏建华、徐美英、彭海华、彭海
丹：本院受理上诉人蒋厚银与被上诉人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与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苏 0104 民初 12513
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依法将本案移
送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7518号

薛礼华：本院受理原告卢洪武诉你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当事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30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7336号

臧玮：本院已受理原告阳吕霜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裁定本案转入普
通程序审理，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3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8民初2104号

詹华章：本院受理原告章浩诉被告
詹华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8457号

陈如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忠与被
告陈如林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上午

9：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理。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106民初6432号

高伟：本院受理原告袁春梅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7609号

吴猫英：史鸿成、狄利英诉你抵押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官林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1091民初1264号

李黎：本院受理原告冯水香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4民初6200号

王冒杰：本院受理原告丁宗胜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24 民初 6200 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 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 9时在本
院王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4民初1802号

吴曼曼：本院受理原告邻前进与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324 民初
180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睢宁县人民法院
吴广军、龚菊伟、吴晨、吴迪：本

院受理原告原告吴光平、韦跃元、韦和

民、王洁洁、杨统兰与你四方共有物分
割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四方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
知、告知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十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1811号

武汉新科建业劳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徐州市鼓楼区鑫宏建筑器材租
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1817号

武汉新科建业劳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徐州市鼓楼区鑫宏建筑器材租
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潘为功、潘正鸿：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8民初2761号

孙全忠、夏小丽、孙闻勇：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孙全忠、夏小丽、孙闻勇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耿警官，我们小区最近搬
来 了 很 多 新 租 客 ，你 们 晓 得
吧？”“我家楼下的两户人家又
吵 架 啦 ，你 们 要 不 要 去 看 看
⋯⋯”9月8日上午，在张家港市
乐余镇乐江新村，乐余派出所
社区民警耿自毅和网格员、志
愿者正在巡查，小区的居民时
不时围上前来和他们交流。

这是张家港市公安局乐余
派出所社区民警与网格员、志
愿者开展日常巡查工作的一个
缩影。自去年 8 月开始，乐余派
出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纵深推进“警格+网格”双网融
合，打造“一格一警多员”的社
区警务新模式。从“各自为阵”
到“群策群治”、从“粗放管理”

到“双网融合”，经过一年多的
发展，“一格一警多员”社区警
务新模式实现了网格与警格的

“无缝对接”。
在科学布局15个警格的基

础上，乐余派出所为每个警格
配备 1 名社区民警、1 名民警助
理、3 名网格员以及 N 名志愿
者。社区民警是警格“管家”，同
时将政治可靠、群众威望高、热
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物业、楼
道长等社会力量纳入志愿者队
伍。他们发挥前哨作用，以警格
驻巡、村居随访为载体，推动信
息采集、人口管理、安全防范、
隐患整治、矛盾化解、服务群众

“六进警格”，真正把基层工作
的阵地由村居延伸到警格，打

通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前不久，乐余镇一公司向

派出所反映，他们安装在信号
塔上的电缆线被盗。因案发现
场属于农村地区，没有监控。这
时，网格员提供了案发现场附
近群众拍下的嫌疑车辆照片，
根据这条线索，民警很快就破
了案。

通过网格员、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及时获取线索，已经成
为乐余派出所破案的重要手段
之一。9月5日，志愿者黄某根据
乐余派出所发布的布控信息，
协助警方抓获入室盗窃的犯罪
嫌疑人。

9 月 7 日下午，在乐余镇庙
港村委调解室，社区民警张磊

主持化解了一起持续多年的邻
里纠纷。争执所为不过是 40 厘
米宽的一垄地，可是两邻居却
互不相让。眼见着小纠纷越闹
越凶，民警联合村干部测量地
界，耐心劝说。最终，双方同意
各退一步，达成和解协议。

在每个警格设置调解室，
这是乐余派出所深化“一格一
警多员”社区警务模式的又一
做法。社区民警常年“泡”在警
格，与村干部、网格员、居民小
组长联动调解，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警格，切实做到矛盾不上
交。据悉，辖区 95%的矛盾纠纷
均在警格中化解。

“同学你好，请走这边人行
道。”9 月 8 日下午放学时段，在

乐余中心小学门口，志愿者小
李正配合民警“护学”。“一格一
警多员”机制为派出所借来了
大量“警力”。在警格内，义务护
送服务、预约代办服务、法律咨
询服务等各种服务遍地开花。
今年以来，乐余派出所 15 个警
格共接受群众咨询 1300 余人
次，送户口证件上门 100 余次，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300余次，极
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数据显示，“一格一警多
员”机制推行以来，乐余派出所
辖区违法犯罪警情、“两骗”案
件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5.51% 、
16.67%，群众满意度达 90%以
上。

（季贞）

他们用脚步丈量各自的片区，是每一户家
庭与安全的纽带。他们穿梭在厂房之内，他们
奔行于楼宇之间。“清剿火患”是他们的目的，
落实基层消防工作责任，预防和减少火灾事
故，从而实现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标准
化、精细化，彻底消除消防安全管理的盲区和
死角，绝不放过任何的细节，这是一项漫长且
繁琐的工作。

“小网格”筑牢消防安全“大格局”，南通市
消防救援支队如东大队消防安全网格化工作稳
步推进。为全面加强和推进各村镇消防工作，坚
决遏制火灾事故多发势头，大队积极探索加强村
镇消防安全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建立
健全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积极编织

“四张网”，确保各级职责层层压实，以“小网格”
落实“大格局”，构筑全县消防安全防火墙。

建立消防监管长效机制，建立“监管网”。
为认真落实村镇火灾监督管理，进一步推动消
防安全网格化工作取得实效，大队积极联络，
在村镇地区配备消防安全网格员，并组织召开
村镇消防安全网格员网格化工作部署培训会，
落实各单位监管责任，建立专职网格员工作
群，并结成对子，以干部、文员对接村网格员的
方式，不断强化消防监督管理向社区、村、户延
伸，减少失控漏管。

落实消防工作机制，建立“责任网”。辖区
政府高度重视全县消防安全网格化工作，定期
组织召开消委会（扩大）会议对网格化工作进
行研讨。针对突出风险，定期组织相关部门、重
点企业召开约谈会，通报情况，提出建议、督促
整改。消委会要求各单位、各相关部门明确任
务、目标，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以达到政
府带头，部门联动，逐级层层落实消防工作的
良好氛围。

加强村镇网格员业务指导培训，建立“自
控网”。大队结合辖区火灾特点，深入村镇办对
网格员进行业务指导培训，提升网格员综合能
力，加大对网格员消防基本知识、火灾隐患排
查处置、消防应急疏散演练等内容的教育培
训，并实地示范消防安全检查以加强对监督检
查工作的指导，切实提升网格员发现、上报、劝
改火灾隐患以及开展提示性的防火宣传能力，

确保每名消防网格员能正确识别、判定、上传和督改火灾隐患。
加大消防宣传力度，建立“防控网”。针对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和一般单位，大队积极宣传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督促
各单位逐步开展自主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自主整改隐患；
针对部分农村、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落后，居民消防意识淡薄的
情况，大队充分发挥各村镇办、社区、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作用，
多渠道、多方位、多形式开展消防法律、常识、消防技能的传授。

自网格化工作开展以来，各村镇不断完善网格边界，定期
对居民小区和沿街商铺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小网格—
中网格—大网格逐级汇总的工作制度，使消防工作有条不紊的
进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营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 （朱程程）

﹃
四张网

﹄
筑牢防火墙

如东消防救援大队网格管理不留死角
张家港乐余派出所

“ 一 格 一 警 多 员 ” 筑 起 平 安 社 区

日前，地处主城区的金
湖县黎城街道专职网格员转
正考核动员大会在街道党委
政法委员张国祥主持下顺利
召开，拉开了今年对新招聘
专职网格员全面系统考核序
幕。

本次招录考核是为策应
金湖县创新社会治理部署要
求，加快推进全要素网格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切实提升
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水平的目
标，在金湖县政法委直接指
导下，在黎城街道参照机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招 录 办
法，依据街道专职网格员各
项考核细则，对新招人员三
个月来工作表现、工作成绩
及综合素质的认定。考核分
动 员 、 现 场 走 访 、 问 卷 调
查、网格化平台运用率、综
合表现、附加题测试等六个
阶段进行。

本次考核由金湖县政法
委领导、社区党总支书记、
社区居委会主任和中心网格
管理员组成的四人考核组 8
个考核小组，从多渠道、多

层面、多角度，按照“交叉
式考核，考核组格格到”的
要求，综合计算每名城区网
格员的得分。

9日早晨8点，考核正式
开始。8 个社区同一时间对
网格员进行问卷调查，30分
钟后交卷进行不记名打分；
之后依次由各社区治调主任
带领考核小组成员对网格内
群众进行走访，在网格员负
责的网格内随机抽查居民，
向 他 们 调 查 网 格 员 履 职 情
况，并请他们对网格员工作
的 知 晓 率 、 满 意 度 进 行 打
分；在走访现场，还随机抽
取一户在家居民进行附加分
考核，考查网格员是否对该
户基本情况一口清；最后由
社区领导根据本社区专职网
格员的实际情况，给自己社
区网格员进行综合打分，街
道网格化中心对网格员平台
运用情况进行评分。

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
黎城街道 147 名专职网格员
考核圆满结束，全部顺利实
现转正。 （邹璐璐）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
江阴市徐霞客镇围绕“战疫情、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
展”工作目标，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化解矛
盾纠纷。

提前介入，网格化管
理来助阵

近年来，徐霞客镇不断深
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搭建网
格化管理运行平台，将矛盾纠
纷排查工作融入网格化管理。
全镇以行政村（社区）为单元组
建 21 个一级网格，以行政村下
辖自然村为单元组建 120 个二
级网格，配备 120 个村级网格
员。全镇21个村（社区）书记、主
任任网格长，负责村（社区）矛
盾排查工作。

各村两委班子成员为网格
员，承担网格内法治宣传、纠纷
排查、矛盾调解等工作。通过网
格化管理平台，细化网格员工
作职责，镇、村（社区）、网格员
联动，一起参与矛盾化解，主动
查找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
处理，提高了矛盾纠纷的发现
率、化解率。

有访必接，确保信访
接待到位

徐霞客镇要求信访工作人
员在信访接待时务必做到“五
个一”：一张笑脸相迎、一句问
候在先、一把椅子让座、一杯茶
水解渴、一片诚心办事。对来访
者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无
论是否合理，都热情接待，耐心
聆听，能解决的当场联系解决，
不能解决的耐心做好解释工
作，确保有接有果。

今年 1至 7月，全镇共接待
受理各类群众来访 41批 118人
次；受理人民来信及上级交办
事项 15件（去年同期 31件），已
答复 13 件，及时答复率 100%，
信访数量明显降低，信访秩序
明显变好，营造了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强化统筹，形成多元
化解合力

根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要求，徐霞客镇坚持发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纠纷
解决方式挺在前面。通过线下
创新拓展，成立徐霞客派出所

调解工作室和徐霞客镇“一站
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依
托镇司法所、人民法庭、21个行
政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资源，
构建协调联动、信息共享、优势
互补的工作平台，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上半年，全镇各级各类人
民调解组织共组织社会矛盾纠
纷排查 132次，接待群众 515批
次，受理纠纷总数 466 起，调解
成 功 数 466 起 ，调 处 成 功 率
100%。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加强领导，矛盾纠纷
解决压实到底

镇主要领导定期接待群众
来访，主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问题，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围
绕“矛排维稳、为民解忧”的主
题，始终坚持“人民满意、当事
人满意”工作标准，持续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充分利用各种社
会资源，深入到矛盾多、问题多
的地方开展带案下访和巡回接
访活动，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
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徐霞客镇整合资源、完善
制度、健全机制，努力描绘新时
代的壮丽图景，全力筑牢“平安
霞客”的防线。

（陆文革 夏国建 万胜
木 刘丽）

江阴市徐霞客镇

调 解 成 功 率 100%

黎城街道专职网格员接受“大考”

黎城街道按照招录要求召开专门会议，对专职网格员
全面考核进行动员。

近日

，响水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江苏

省响水中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

﹃
进军训

﹄

的活动

。大队宣传员结合学校消防安全实

际情况

，向参训学生讲解了火灾引发主要

原因

、重点强调了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宋志骏

马福皎

摄

近日，建湖县公安系统赴县消防救援大队进行参观学
习。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加强了县消防救援大队与公安系统
的沟通交流。 □郑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