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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 1112民初 1396 号
丹徒区谷阳镇勤芳生态农业园、倪

锦、秦维成、谢崇国：本院受理原告陈
兵来与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苏 1112 民初 1396 号民事判
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宝堰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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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2民初 2993 号

赵锐：本院受理的原告南京招汇公
寓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苏 0102 民初 2993 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须知。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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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291民初 2548 号

陆冬平：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国与被
告陆冬平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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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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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11民初 2527 号
宋国仁、张文华、姚兴昌、朱元

兵、赵三龙、李进：本院受理原告姚兴
良诉你们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苏 1111 民初 25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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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民初 62 号

李俊：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诉被告镇
江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已依法作出
判决。因原告王振不服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4184 号

王志值：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祥鼎
阀门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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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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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4431 号

贺学习：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华厦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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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十三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4482 号

储继强：本院受理原告徐州赛喜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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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十三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283民初 4631 号

陆兵：本院受理原告徐章林与被告
陆兵、刘桂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1283 民初 4631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19)苏 1283民初 8295 号

郝秀花：本院受理原告丁海记与被
告郝秀花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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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廉政监
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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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桥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 1283民初 4484 号

许祖访、柳爱林：本院受理原告江
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中
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苏 1283 民初 44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济川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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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19)苏 1111民初 4941 号

戴同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冷志强与
被告戴同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苏
1111 民初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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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民初 2238 号

九江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原告
扬州庆松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九江
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0)苏
1003 民初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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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苏 1111民初 5084 号

王薇：本院受理原告庞军、施川燕
与你及庞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 1111
民初 5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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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10389号

侯猛、孙晓博、成志朋：本院受理
原告李宁与侯猛、孙晓博、成志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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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铁富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5524 号

闵燕：本院受理原告梁震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0106 民初 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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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 号

王静夫：本院受理原告徐银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1111 民初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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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282民初 10158号

夏金苹：本院受理原告胡敏峰诉你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目前
下落不明，不能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财产保全裁定
书、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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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周铁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7646 号

张辉：本院受理原告潘伟与被告张
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7646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须知，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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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7887 号

王新兵：本院受理原告孙名贵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106 民初 78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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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民初 7756 号
朱小萍：本院受理原告朱旭东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苏 0106 民 初
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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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7836 号

芜湖中纬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魏国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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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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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民初 8915 号

翟大领：本院受理原告浙商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
翟大领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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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102民初 7800 号

高晓光：本院受理原告郑杰、郑
清、孙洪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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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2020)苏 0102 民初 7800 号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锁金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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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10377号

汤超：本院受理原告秦思涵与汤超
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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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7595 号

柳小国、王爱花：本院受理原告汤
静与柳小国、王爱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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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铁富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10383号

宋平：本院受理原告胡克迪与宋平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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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7391 号

董士勇：本院受理原告李计凤与董
士勇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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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铁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10221号

刘彦：本院受理原告陈克华与刘彦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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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铁富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6071 号

周文件、李方方：本院 受 理 原 告
吴嘉峰与周文件、李方方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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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 苏 0812民初 4342 号
鲍美玲：本院受理原告淮安华美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20） 苏 0812 民初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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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2019） 苏 0812民初 6776 号

杜翔：本院受理原告张洋诉你返还
原物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9） 苏 0812民初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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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2020） 苏 0812民初 9090 号

林梅英、林晓成：本院受理淮安市
清江浦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诉你们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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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812 民再 44 号
赵宗尧、潘颖、那波利卫浴设备

（江苏）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与
原审被告王建伟、王林丽及你们金融借
款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20） 苏 0812 民监 37 号民事裁定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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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二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江苏群汇知缘 （盱眙）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决定，撤销该
所，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江苏群汇
知缘 （盱眙） 律师事务所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所申报债
权。联系人：郑伍 19952323370

江苏群汇知缘 （盱眙） 律师事务所

勘 误
2020 年 12 月 23 日 ， 中 国 民 生 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在我报社 C 版上刊登的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债 权 转 让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表
格中最后一行，本金、利息的合计数
错登至担保人和担保合同编号列，特此
更正。

为进一步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宣
传工作，提升农村等偏远地区弱势
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及自防自救能
力，近日，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如
东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深入偏远农
村地区开展“关注农村家庭消防安
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大队监督员每到一处
都会对留守老年人的生活居住情况
进行了解，并询问老年人平时的用
火、用电情况。同时现场查看是否
有引发火灾的隐患处，重点对家中
的线路是否乱拉或老化、厨房是否
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土灶旁边残
余火种处理等进行排查，对存在的
隐患及时帮忙整改。同时，结合

《家庭消防安全知识手册》 向老年
人讲解了火灾的危害性以及日常防
火注意事项，耐心为老年人讲解了
火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危害等消防
知识，提醒老年人不要躺在床上或
沙发上吸烟，特别是家中有行动不
便、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吸烟时要
有专人照看，做到烟火分离。

同时，向老年人讲清电气火灾
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电气火灾，
火场当中如何安全逃生，如何防止

有毒浓烟呛伤，并手把手地教老年
人如何使用灭火器，提醒老年人家
中要安装独立式烟雾报警器。这种
图文并茂的讲解方式，老年人很受
用。最后宣传员仔细检查了老年人
家中的电器线路、厨房煤气、油烟
管道等，面对面帮助消除火灾隐
患，叮嘱老年人要时刻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大队
监督员再三叮嘱老年人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并拔掉插
头，若发现火灾初起不要怕、不要
慌，立即拨打 119电话！

农村居家消防工作重在预防，
消防宣传员应定期排查老年人家中
的火灾隐患，及时清理老年人家中
和附近过道堆放的可燃、易燃物品，
定期检查燃气管道、清理灶台和烟
道油污，提醒老年人做饭时灶不离
人，出门前要关闭电源开关、煤气阀
门。提醒老年人不要卧床吸烟、乱
扔烟蒂，帮助老年人戒烟。劝导老
年人不要在家燃香，很多老人喜欢
在家中设佛堂燃香炉，告知老人要
及时将烟火熄灭，不可在周围堆放
可燃祭品，并劝导老年人不能在家
中、楼道等地燃烧纸钱、香烛等物祭

祀。提高老年人安全用电意识，定
期检查其家中电器线路，若发现老
化，监督其及时更换符合原电源线
规格的线路，提醒老年人不同时使
用大功率电器，不私拉乱接电线。
规范使用电动车，告知其停放或充
电严禁在疏散通道、电梯前室、安全
出口等地。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
要定期更换老旧电池及其配件，不
要使用不合格的电池和配件。教会

老年人基本逃生技能，家中常备手
电筒、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熟知逃生
通道，为老年人手机设置“一键求助”
等快捷报警功能。教授老年人当身
上着火时不要带火奔跑，应该设法把
衣服脱掉，也可以卧倒在地上打滚。
身处位置接近水源时，可想办法用水
淋湿衣服。切忌贪恋财物，不要盲
目救火，应迅速逃生自救，并及时
拨打 119报警。 （朱程程）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
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如东县栟
茶镇于 2020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1
日开展“法治宣传月”活动。

2020年 12月 1日，栟茶镇先后
通过短信、各相关工作群组、“法
润民生”微信群等平台号召广大群
众参加省第三届“百万党员学宪法
学党章考法律活动”，全镇党员及
群众积极响应，广泛参加，成效显
著；12 月 3 日，栟茶司法所联合网
格办工作人员到茗海社区开展民法
典知识宣传活动，并到街区商铺发

放民法典知识读本、宪法宣传卡片
等；12 月 4 日，栟茶中学组织高二
年级组开展了“学宪法、守宪法”
主题演讲比赛，并邀请栟茶镇司法
所所长担任评委，司法所长对选手
们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厚
望；12 月 12 日，栟茶司法所邀请
了江苏扶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健
为栟茶镇各村书记、主任、经管
员、乡镇企业负责人作民法典合同
编法律培训讲座；12 月 17 日，如
东县法院法官、如东县浒澪小学法
治副校长张开华来到学校为全校学
生作 《走进民法典，走好幸福路》
的专题讲座，张开华寄语全校师
生：“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更是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保
障，希望每位同学都能树立规则意
识，在美丽的校园里生活学习，做
新时代的小主人。”12 月 21 日，栟
茶镇兴镇村邀请栟茶司法所汤律师
作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法
治专题讲座。

镇政府电子屏于活动期间滚动
显示法治类宣传标语，镇司法所牵

头制作宣传横幅，在栟茶镇政府、三
星村、茗海社区等人流密集的地点
悬挂，及时向各村（居）下发宣传宪
法的广播稿，各村居在 2020 年 11
月、12月期间集中播送，每月至少播

送两次，每次两遍，并做好播送记
录。各村通过墙体标语、横幅等形
式宣传宪法等法律法规。各学校通
过各种形式开展青少年权益保障、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校园
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企
业根据自身实际，借助橱窗、电子显
示屏等载体，重点宣传安全生产、劳
动保障、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

该主题活动持续了一个月的时
间。栟茶镇充分利用节点、多措并
举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并总结活动
的成果及不足之处，为之后举办各
类活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李鹏）

为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充分发挥
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弘扬宪法精
神，近日，沛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全
局 170 名党员参加了省“第三届百
万 党 员 学 宪 法 学 党 章 考 法 律 活
动”。该局认真组织、高度重视此
次活动，专门下发了考试通知，联
系考法平台及时修改考法注册单

位，同时安排好专人进行在线测
试，全力保障考试系统的上线运
行。据统计，全局党员已 100%完成
网上测试，并取得较好成绩，其中
近三分之一获得满分。

本次活动是对参学党员的一次
检阅，更是提高党员遵章守法意识
的一次鞭策，将推进全县市场执法
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闫瑾）

2020 年，丰县范楼镇积极推进构
建“镇村一体、条抓块统”模式，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进一步规范镇、村

“属地管理”，整合基层审批服务执法
力量。强化赋能减负，精简会议文
件，厘清权责清单，探索进一步向基层
放权赋能，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
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基层，切实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

突出引领力，更好发挥镇党委的
统筹力。明确镇职能定位，优化内设机
构设置，细分镇与村职责，扩大村及各部
门相应权限，下放审批事项。规范镇、
村“属地管理”，编制镇、村“属地管理”
事项责任清单，有效厘清镇、部门工作
界面。发挥基层治理作用，有效整合

“七站八所”职能和资源。落实派驻机
构全下沉制度，通过属地化管理、网格
化支撑、智慧化运作、差异化考核，有效
解决基层力量不足、协调不畅的难题。
全镇20名派驻人员全部下沉村一线。

强化勇担当，更好激发基层干部
的精气神。强化正向激励。对镇干部
干事创业推出精准化、有温度的正向
激励举措，做到政治待遇有梯度、生活

关爱有温度、经济激励有力度。强化
素质提升。聚焦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建
设，坚持以镇各部门为主体，统筹培训
资源，创新培训方式，优化培训计划，
构建常态化的基层干部履职培训机
制。强化双向考评。将镇、村“属地管
理”事项责任清单执行情况纳入镇对
部门、村岗位责任制考核内容，实行捆
绑式考核，完善镇对各部门、村评价办
法，加大镇对各职能部门的评价权重。

注重提效能，更好提升广大群众
的满意度。一是深化镇为民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推进部门和事项集中进
驻，实行政务服务“一窗办”“一证办”，
今年以来镇网上办件 260余件；二是推
行两级联动“一窗办”，村级便民服
务中心实行“代办点+自助服务终端+
网格员服务”的便民服务模式，大力
推广综合性自助服务终端，实现村
100%覆盖，村级可办事项已达 20 余
项；三是在综合执法平台基础上，加
强镇基层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联合
执法、信息共享和协调会商等机制，
有力提升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效
能。 （梁晋 王宝林）

2020 年 12 月 1 日以来，东台市
公安局时堰派出所紧紧围绕上级部
署的打防管控“冬季攻势”专项行
动，全警动员，确保辖区治安大局
稳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办理
各 类 刑 事 案 件 7 起 ， 刑 事 拘 留 6
人，取保候审 5 人。办理公共场所
案件 5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 3
起，行政拘留 3人。查处赌博案件 1
起，行政处罚 6人。

时堰派出所根据辖区场所行业
特点，针对治安复杂及警情高发的
地区，加大夜间巡查和突击检查的
力度，行动中对存在隐患的场所共
计下达整改通知书 8 份，通过强有

力的手段规范了场所业主的经营行
为。

通过警灯闪烁、设卡盘查等专
项行动，在辖区的重点区域、重点
时间节点开展巡逻盘查工作，行动
期间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通
过增加路面见警率，提升辖区居民
的安全感。冬季攻势期间，时堰派
出所围绕涉枪、盗抢骗、电信网络
诈骗等涉及民生的案件，精心研
判，组织精兵强将奔赴湖北、四川
等地，成功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缴获火药枪 4 支，挽回群众损失共
计 10万余元。

（邹卫华 曹俊萍）

如东消防关注偏远农村老年人安全 东台时堰“冬季攻势”保平安

沛县市场监管局

学宪法学党章考法律

丰县范楼镇

减负赋能 提升效能
如东县栟茶镇

“法治宣传月”精彩不停歇

连日来，如东消防掀起冬季“实战化大练兵”训练热潮，为各类
灭火救援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朱程程 摄

1

月

4

日

，如东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对

辖区日化用品企业物资车间情况开展检查

。

□朱程程

摄

1

月

3

日

，如东消防联合辖区派出所

以及消防宣传志愿者走进金凤村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

□朱程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