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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集锦]

(2018)苏 0411民初 7462 号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本

院受理关于原告陆丹诉被告潘景辉、中
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 0411民初 7462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18民初 1868 号

李华平：本院对赵平宽诉被告李华
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118民初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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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11民初 1289 号

蔡阿青、张丽珠、蔡瑞鑫：本院受理
原告谢宏与被告魏鑫、蔡阿青、张丽珠、
蔡瑞鑫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 1111民初 128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003民初 738 号

徐阳、孙亚男：本院受理原告居凯与
被告徐阳、孙亚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03 民初 738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1255 号

纪鹏飞：本院受理原告王浩与被告
纪鹏飞、纪忠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0322民初 1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魏庙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284 号

徐凯：本院受理原告党超与被告徐
凯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苏 0302民初 3284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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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4819 号

孟巧玲：本院受理原告张守长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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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3199 号

张伟民：本院受理原告沈辉诉被告
张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 3199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1688 号

潘玉保：本院受理原告蒋玉明诉被
告潘玉保第三人常州新区新桥镇华洁璐
杂货商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 1688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800 号

王晓波：本院受理原告芮仁裕诉被
告王晓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 80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2658 号

常州华厦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长兴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诉被
告常州华厦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五个严禁、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的下午
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47 号

申凡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做
出 (2020)苏 0302 民初 264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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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45 号

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做出

(2020)苏 0302 民初 2645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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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46 号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做出
(2020)苏 0302 民初 2646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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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54 号

田雪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做
出 (2020)苏 0302 民初 265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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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55 号

陈艳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做
出 (2020)苏 0302 民初 2655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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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184 号

王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鼓楼支行与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02 民初 318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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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2340 号

黄焕光：本院受理原告谈小平诉被
告黄焕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由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3191 号

黄华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城诉被告
黄华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
31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由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3664 号

邵珠宝：本院受理原告师为学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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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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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12241号

嘉兴誉创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南京力锐斯蓄电池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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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十八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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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民初 10305号

杨洲：本院受理原告燕枫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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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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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民初 4959 号

马天成、张彤：本院受理原告潘国军
与被告马天成、张彤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003 民初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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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056 号

许家福：本院受理原告权淑玲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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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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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517 号

褚夫运：本院受理原告孙敏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3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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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
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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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7011 号

盖秀玲：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诉被告盖秀玲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被告盖秀玲公告送达(2020)苏 0106 民
初 7011 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19)苏 1111民初 5075 号
镇江聚汇赢商贸有限公司、镇江大

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胡匡平：本院受理
原告姜堰区美森橱柜厂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苏 1111民初 5075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183 号

黄从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鼓楼支行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苏 0302 民初 318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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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182 号

王晓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鼓楼支行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苏 0302 民初 318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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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181 号

孙晓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鼓楼支行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苏 0302 民初 31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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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64 号

周红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
(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2664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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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2663 号

张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
(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266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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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554 号

刘俊荣、薛慧：本院受理原告梁向东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0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7094 号
邱德意：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诉被告邱德意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被告邱德意公告送达(2020)苏 0106 民
初 7094 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11 民初 1230 号

陈芹英：本院受理的原告申娜娜与
被告陈芹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111 民初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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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院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院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11民初 2218 号

茅卫栋：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崇与被
告茅卫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111
民初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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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院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特 122 号

本院受理张燕申请宣告张永彬失踪
一案，经查张永彬 (曾用名：张孩，男，
1983 年 1 月 17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322198301173833，汉族，户籍地为江
苏省沛县胡寨镇胡寨 308 号，住徐州市
鼓楼区祥和小区 9 号楼 3 单元 204 室。)
于 2018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张永彬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
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凡知悉张永彬
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知道
情况向本院报告。否则，张永彬将被宣
告失踪。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1611 号

陈龙：本院受理刘理想诉陈龙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16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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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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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11350号

程旭、南京金乾茂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黄达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判决赔偿营运损
失)及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依法现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
行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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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四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003民初 1689 号
扬州蹦擦擦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博一家具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0)苏 1003民初 168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12832号

仇剑青、南京荣邦团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威诉你们和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
条款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俞家巷 21—
1 号)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1547 号

张明：本院受理原告印珠峰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02 民初 154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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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91民初 943 号

李洪根：本院受理原告徐丽与被告
李洪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苏 1191 民初 94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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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7306 号

张洋：本院受理原告扬州超跑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洋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苏 0104民初 730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10192号

张伟山：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中隆汇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何文英、
张伟上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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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庭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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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姜军） 记
者昨日获悉，2020 版 《江苏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
准》）已于日前下发公布，《裁量
基准》科学合理地细化了全省
住建领域现行地方性法规、政
府 规 章 中 的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标
准，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行政处罚行为，公平公正合理
地实施自由裁量，更好地保障
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
指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各级

主管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
织和依法接受委托的组织 （以
下统称“执法部门”），在法
律 、 法 规 和 规 章 （以 下 统 称

“法规”） 规定的处罚种类和
幅度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
害程度，确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以及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的不同等次时应当遵守的基本
标准。

此前，全省住建系统各级
主管部门也先后实施了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标准工作，但是由
于各自掌握的标准不统一，客

观上形成了相同事项在不同地
区、不同部门“同事不同罚”
的状况。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的范围、种类、幅
度，减少自由裁量的随意性，
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按照相关要求，江苏省住房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以 国 家 “ 四 级 四
同”权力清单中的行政处罚事
项为基础，按照统一、规范的
原则，对住建系统省市县三级
的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和修订，全面征求各地、
各部门意见和社会公众意见，
并邀请省司法厅、省高院、南

京江北新区法院、南京大学、
省委党校的专家进行了专家论
证。

此次颁布的 《裁量基准》
以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
统行政权力标准化清单》 中编
列的行政处罚事项为基础，对
违法行为的情形和相应给予处
罚的具体种类、幅度的具体划
分 ， 包 括 行 政 处 罚 事 项 共 计
781 项。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按照统一的规则、统一
的形式组织编制，并实施动态
调整。《裁量基准》 适用遵循
过罚相当、公平公正、程序正

当 、 综 合 裁 量 、 有 利 于 当 事
人 、 处 罚 与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原
则。

同时公布的 《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编制和适用规则》（以下
简称 《编制和适用规则》） 还
明确了 9 种应当从重处罚的违
法情形，对拒不改正和逾期不
改正的情形也做了明确界定。
据悉，《裁量基准》 和 《编制
和适用规则》 将作为全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各级主管部门行政
执法指导性规范，在行政执法
中予以应用。

本报讯（王井方 张玲玲 王成）连日来，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总局、省局和市局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工
作部署，盐城市亭湖区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
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多措并举推行“三项
制度”落地。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运行机制。亭湖区税务局高
度重视“三项制度”工作，对该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部
署，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实施有方
案、部署有要求、推进有目标、任务有落实、工作有考
核、组织有保障。严格落实执法公示制度，建立健全
公开机制。该局全面梳理执法内容，明确事前、事中、
事后公开事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以总局执法信
息公示平台、办税服务厅、市局网站等公示平台为载
体，按时公开执法事项、及时更新执法内容，让纳税人
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税务执法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打造“阳光税务”。

严格落实全过程记录制度，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亭湖区税务局采取以文字记录为主、音像记录为辅的
形式，对税务执法的各环节进行记录，全面系统归档
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打造“规范
税务”。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面
落实依法治税。该局按照重大税收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实施办法、目录清单和审核流程要求，明确法制审
核的主体、范围、内容和流程等，确保重大税收执法决
定作出之前，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审
核不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打造“法治税务”。

本报讯（黄向前 张宏渊
时大强）涟水县红窑镇司法所
是涟水县首家规范化司法所，
作为司法行政工作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的窗口，红窑司法所
积极主动作为，切实发挥司法
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调解社会矛盾纠纷 250余
件，突出“老李调解室”品牌调
解功能；坚持严格监管和教育
帮扶相结合，在册安置帮教对
象 264 人，努力落实安置帮教
措 施 ；全 力 服 务 基 层 依 法 治
理，不断深化“省级民主法治
示范村”创建活动，着力推进

“一村一法律顾问”服务机制

和“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充
分运用“线上+线下”普法宣传
模式，宣传教育面达 3 万余人
次，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以
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平台
拓展延伸法律援助、公证、仲
裁等法律资源，为老百姓提供
普惠均等、便捷高效的公共法
律服务。今年，已受理法律援
助申请审查 32件，接受法律咨
询 2700余人次。

本报讯（季勇 陈瑾）泰
州市高港生态环境局近日联
合高港区司法局举办民法典
生态环境保护专题宣讲活动，
辖区内近 100家重点监管企业
参加。

讲座上，受邀讲课的帅莹
律师重点围绕民法典第七编
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责任”1229 条—1235 条逐条进
行分析解读。通过向企业讲
述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综合运用环境行政处罚、
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进一步

增强企业的环保责任感和在
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防治与治
理意识，从而有利于遏制环境
违法行为的发生，增强法律的
威慑力。

高港生态环境局法规与
宣教科负责人表示，民法典中
有 18条直接与生态环保有关，
他们将把民法典纳入年度业
务学习培训重点，做到学懂弄
通，把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贯
穿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全过程，坚决守住环境安全底
线。

本报讯（潘小俊 姜存义）兴化市昭阳街道南沧
社区门口，一幅宣传画格外醒目：一双大手托起的雏
燕，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这幅宣传画的背后，是
一个又一个关心困境儿童的暖心故事。

南沧社区有近两万人口，困境儿童问题比较突
出。刚刚上任的社区负责人邢瑞志，把关爱困境儿童
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抓手，“帮扶一人、解脱一家、温暖
一方”。他还特意给这项工作取了一个温馨而形象的
名字——助飞雏燕。

读小学二年级的小瑶（化名）是社区“助飞雏燕”
行动首批帮扶的对象，养父车祸身亡，养母双目失
明。2014 年，邢瑞志把小瑶纳入“助飞雏燕”行动后，
修缮房屋、资助学费、心理慰藉，一样也不少。每年春
节前，社区工作人员早早替小瑶买好新衣服，过去沉
默寡言的她，如今变得活泼开朗。

已拥有 280 多人的“助飞雏燕”爱心队伍以社区
“五老”志愿者、共建单位和社会爱心人士为主要力
量。他们为困境儿童建档立卡，跟踪关爱。“助飞雏
燕”行动七年来，累计举办公益活动 100次、救助困境
儿童 100人，帮扶资助青少年 500人次，资助款物近 60
万元。

一只只“雏燕”在爱的托举下，翱翔在蓝天白云
间。不少曾经的“雏燕”长大后，又在帮助更多的“雏
燕”实现梦想。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南沧社区抗
疫一线的志愿者队伍中，一个小姑娘的身影格外引人
注目。卡口值勤，上门检疫登记，忙得连轴转。这个
当年受到帮扶的“雏燕”小晖（化名），如今已是一名大
四学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年假期，回到社区的
她都要加入志愿者队伍，献出自己感恩的爱心。

本报讯（仲明 姜存义）
截至 12 月 20 日，泰州市姜堰
区今年计划关停的 5家化工企
业全部实现“断水、断电、清原
料 、清 产 品 、清 场 地 ”整 改 目
标，全区化工企业已由 2017 年
的 81家锐减至 17家。

今年以来，姜堰区工信局
持续对全区所有化工企业环

保达标现状、特种设备使用，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持续跟
踪整治。在化工行业“百日
攻坚”行动中，排查出各类
问 题 538 项 ， 安 全 隐 患 381
条。针对存在问题，专家组
形成“一企一等”和“企业
安全风险辨识表”，提交风险
隐患清单，提出安全环保提

升方案，督促企业限期整改
到位，高质量推进化工企业
安 全 隐 患 “ 一 表 清 ”“ 一 网
控 ”“ 一 体 防 ”。 截 至 目 前 ，
已完成问题整改 515 项，隐患
整改 366 条。其余问题和隐患
均集中在 1家企业，已责令停
产整顿，待整改合格后方可
恢复生产。对年内确定关闭
退出的 5 家化工企业，姜堰制
定了详尽时间节点和量化要
求，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缝隙。

大丰防艾宣传落实处

本报讯（王国生 丁晓萍）
12 月份以来，为推动艾滋病防
治工作深入开展，盐城市大丰
区卫健委联合区总工会、红十
字会、教育局等部门开展了艾
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艾滋病有关
知识，大丰区卫健委还在全区
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艾滋病防治
知识进社区、进工地、进学校系
列宣传活动。通过此次“世界
艾滋病日”系列宣传活动，普及
了艾滋病科普知识，提高了群

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广大群众
主动参与到艾滋病防控中来。
倡导通过检测知晓感染状况，
进而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控
制艾滋病，共享健康生活。

姜 堰 张 甸“ 法 治 种
子”生根校园

本 报 讯（ 堵 娟 蔡 伟
姜 存义）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
强化中小学生法制意识培养，
让“法治种子”生根校园。今年
以来，全镇 4500 多人次中小学
生先后听取了民法典以及生命
安全、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该镇在各学校营造人人学

法浓厚氛围，通过主题班会、游
戏辅导、观看法治电影、演绎法
治小故事等，让“法治课堂”走
进学生内心、走进学生生活。
同时一支由司法所、派出所、法
庭等单位组成的 4 名法治副校
长队伍，承担起全镇中小学的
普法责任。法治副校长发挥专
业优势，注重青少年法治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学生多
视角感受法治、学习法治。

东台农商银行多维打
造移动支付无障碍场景

本报讯（王晓燕 张明华
王磊）今年以来，东台农商银行

积极响应人民银行号召，多维
度打造移动支付无障碍场景，
实现东台人“少跑路”，掌上指
尖瞬间触达等。

该行着力打造商户移动支
付环境，将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和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紧密结
合，对所有商户，全面支持银联
云闪付功能；对存量金融服务
站商户符合条件的，更换智能
POS 终端设备；对特约商户，安
装涵盖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
融合支付功能的多媒体 POS。
同时，积极构建本地多元支付
场景，打造“移动支付+医疗”

“移动支付+旅游”“移动支付+

泊车”等模式，方便广大群众。

滨海一男子在取保
候审期间再犯案

本 报 讯（方 竹 王 成）日
前，滨海县城迎宾大道和乡镇
连续发生多起拉车门警情。滨
海警方在经过 20天锲而不舍的
连续作战，终将犯罪嫌疑人锁
定。据悉，嫌疑人张某第一次
作案在徐州，由于数额不大，被
徐州警方取保候审。哪知张某
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思悔改，又
窜到滨海城乡作案，多次作恶
的张某终在滨海警方凌厉的冬
季攻势行动中再次落网。

涉及行政处罚事项 781项 9种违法情形将从重处罚

江 苏 住 建 系 统 行 政 处 罚 新 裁 量 基 准 出 台

涟水红窑全力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亭湖落实

﹃
三项制度

﹄
规范税收执法

兴化昭阳助飞

﹃
雏燕

﹄
情暖困境儿童

高港宣讲民法典绿色发展理念

姜 堰 高 质 量 推 进 化 工 行 业 整 治

为助推“百日攻坚行动”完美收官，全力打赢冬春火灾
防控工作这场硬仗，12月 28日，如东消防联合县城管局为辖
区城中村、老旧社区配发了微型消防车。 □朱程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