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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991民初196号
江苏方正环测设备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原告提供地址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99l 民初 196 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本院要求你方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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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382民初3679号

程毛仔：本院受理原告闫岩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24民初4462号

刘京京：本院受理原告李东昀与被
告刘京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诚信诉讼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991民初1742号

中大工业集团公司、北京燕京汽车
厂、马宪、毛天申、易丽、郑勇、程建
忠、徐志高、徐文兰：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劲轮经贸有限公司与你方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袁洪军、钱洪秀：本院受理原告吴

德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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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一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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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4351号

姚传仁：本院受理姚显连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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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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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如提
前应诉，则开庭时间另行安排。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24民初4695号

夏振翔：本院受理原告仲委球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诚信诉讼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411民初4731号

盛飞：本院受理原告杨爱珠与被告
盛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当事人
诉讼权利和义务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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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1)苏1102民初2153号

卞海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举证
期届满第三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
延) 在 本 院 第 十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张亮：本院受理原告韦建东与被告

张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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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下午 16 时在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
院(文汇西路 228 号)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24民初4173号

王为才：本院受理孙加奇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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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凌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1002民初2174号

张文东：本院受理王耀根、王耀
琴、王唯婷、王铭忆诉徐平、黄文高、
尹建平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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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1)苏1081民初2018号

扬州尚风原创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刘兵：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扬州佩

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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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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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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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24民初5723号

陈庆祥：本院受理徐彩红与你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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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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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凌城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1081民初2065号

金勇：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臧
华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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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30 分 （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城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8601号

南京佐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
云：本院受理原告夏兆贤与被告南京佐
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云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即(2021)苏 0102 民初 860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昔)及监督卡、
三个规定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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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17民初2433号

滕苗苗：本院受理原告郭章发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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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6756号

周小龙、周定、俞春英：本院受理
原告许萍与你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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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南京市鼓楼区郑和中路 20 号
四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4971号

张红彬：本院受理原告南京市秦淮
区贵源石材厂诉被告张红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104 民初 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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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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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106民初8218号

李虞婧：本院受理周娇诉李虞婧公
司设立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进行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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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09：30 在本院
三楼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鼓楼
区郑和中路 20 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17民初860号

张延军、侯常银：本院受理原告胡
敏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 0117 民初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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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7010号

南京和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史华
昆：本院受理原告南京冉丹物资有限公
司与被告南京和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史华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09：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俞家巷 21—l 号二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4民初7919号

陶云：本院受理原告王真珍与被告
陶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庭审直播及出庭着装要求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答辩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30 在本院 （南京市秦淮区俞
家巷 21-1 号）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遇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1775号

耿文勇：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中心支公司(简称阳光保险南
京支公司)与被告耿文勇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102 民初 17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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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1817号

张光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中心支公司(简称阳光保险
南京支公司)与被告张光霞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102 民
初 181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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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8038号

潘英琴：本院受理原告韦青明与被
告潘英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04
民 初 803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民 事 裁 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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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106民初7653号

南京洪艺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杜
金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南京市鼓楼区睿
丽墙地砖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相关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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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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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7432号

南京德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
金生高迈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南京金陵自动调温床有限公司与
被告南京德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
人南京金生高迈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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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玄武法检大厦(南
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6-16 号)第三十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1191民初1888号

赵长庆：本院受理原告陈中红与被
告赵长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报涉黑涉恶线索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简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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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遇节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一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1683号

常州仁立机械厂、霍文群：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武进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速裁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 抵押人 保证人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无锡中烨贸易有限公司 SYLD-2013-CN06 孙劲松 SYLD-2013-CN06

孙劲松 SYLD-2013-CN06
江苏夏工商贸有限公司 SYLD-2013-CN52 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YLD-2013-CN52

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YLD-2013-CN52
潘阳生 张芬梅 曹叶飞

无锡市兴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GLDK-2014-ZSL002 惠世扬 GLDK-C33-2012-ZSL06
惠世扬 GLDK-2014-ZSL002

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 抵押人 保证人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江阴华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GLDK-C3831-2014-CZ20 无锡市兆顺不锈中板有限公司 GLDK-C3831-2014-CZ20

张根华 GLDK-C3831-2014-CZ20
江苏永隽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JLDK2013XS0910YJ 钱京丹 吴正辉 庄桂元 JLDK2013XS0910YJ

江苏万源置业有限公司 JLDK-2011XS-1013B
无锡市五彩线缆有限公司 GLDC383-20140109-JXWC001 郎溪县五彩铜业有限公司 ZGEDY-20140110-JXWC001

杨新明 余慧亚 ZRRBZ-20130922-JXYXM001
宜兴市华鼎铜业有限公司 ZGEBZ-20130922-JXHD00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1年7月22日

听证会让企业权益受保障
本报讯 （江法） 日前，南京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召开听证会，减轻对

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范企业健康发展。
2020年12月8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南京交家电车辆有

限公司检查，发现公司存在多项违规问题。遂下达了宁环罚告 （2020）
14131 号事先 （听证） 告知书，拟对该公司处罚人民币 30.8 万元。南京
市交家电车辆有限公司接到通知后，积极组织相关材料、收集相关证
据，向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听证。听证会后，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于近
期最终做出宁环罚 （2020） 14131 号处罚，给予南京交家电车辆有限公
司处罚人民币3.4万元。

大丰区卫健委持续深化正风肃纪
本报讯 （张金兵 汤皓钧 丁晓萍） 近日，盐城市大丰区卫健委召

开了“正风肃纪镇村行”暨“正风肃纪看机关”专项行动推进会，动员
全系统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集中力量专项整治各类作风行风问
题，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以正风肃纪实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该区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将紧盯两个专项行动明确的六个方面工作任
务，认真开展对照检查、自查自纠，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及时进行归纳
整理，认真分析原因，列出整改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推进卫健系统党
风、政风、行风持续向好，助力健康大丰建设、服务群众健康的内在要
求，为卫生健康工作“十四五”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海安大公整治“黑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周进） 近日，海安市大公镇星河村开展黑色水体整治攻坚

工作，对知青河进行河水清理，河坡打桩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经过 2
个月的奋战，水清河净，河坡干净整洁，村民们拍手称赞，真正实现了
大美星河，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建湖上冈镇百名党员讲“党史”
本报讯 （杜飞 王丹 王乃定） 连日来，建湖县上冈镇百名党员讲

党史活动不断掀起高潮。宣讲活动中，该镇各基层党组织要求主讲党
员，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
智慧。全镇120多个党 （总） 支部6000余名党员干部聆听宣讲，大家纷
纷表示，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全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争
作贡献。

本报讯 （徐鹤） 自违法建设
治理行动展开以来，常熟市虞山
街道充分发挥社区老党员、老干
部 、 热 心 群 众 以 及 志 愿 者 的 作
用，组成了一支“老娘舅”劝拆
队伍，在执法队伍与当事人中，发
挥“和事佬”作用，配合管理部门，
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把“要我
拆”转变成了“我要拆”，有效化解
违法建设治理中的矛盾。

7 月 15日，“虞山老娘舅”南沙
社区的老党员沈慧强，第5次来到报
慈北路2号，与这里不配合拆违的当
事人又一次沟通，做思想工作。顶着
烈日，沈慧强一遍遍地向当事人讲
政策、述危害，聆听诉求。最终，当事
人松了口，同意待主屋装修完毕后，

拆除外围12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虞山老娘舅’有亲和力，在

做群众工作时有说服力。有他们在
场，既能缓和现场气氛，也能更好
地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找到工作的
突破口。”虞山街道违法建设治理
专班工作人员陆定宇说，像沈慧强
这样的“虞山老娘舅”还有很多，大
部分是村、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
志愿者，他们热心耐心，善于沟通，
善于聆听，有一副好脾气，有一定
的群众基础，有威望，能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在一些违法建设治理难
点案件中，执法人员与“虞山老娘
舅”联合，对违法建设当事人进行
劝导，通过反复深入地做思想工
作，宣传法律法规与现实案例，让

当事人认识到违法建设的危害性，
意识到治违工作的必要性，引导当
事人自拆或同意助拆。“这边地处
城区繁华路段，很多违建涉及利
益，就这样强拆了，生意做不成，商
户们肯定不同意。有时用硬邦邦的
法律条文很难做得通工作，‘虞山
老娘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让
当事人心平气和，工作才能做得
通。”沈慧强说。

在拆违过程中，有的居民虽然
在拆违的大势下同意配合，但对拆
后违建垃圾处置要求自行。为确保
拆违工作有序推进，“虞山老娘舅”
还积极参与违建拆后的现场管理，
与违法建筑当事人交心，尽量避免
当事人与执法人员产生正面冲突，

在权限范围内，尽可能帮助老百姓
协调问题，解决困难。在方塔园商圈
的 15 个违法建设治理项目中，“老
娘舅”还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会商，让
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将意
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部门。目前，该
处补绿种绿、设置公共设施、建设宣
传阵地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虞山老娘舅’充分发挥余
热，使基层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挥
了巨大作用，营造了良好和谐的社
会关系，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陆定宇说，虞
山街道将继续对违法建设保持高
压态势，切实为群众创造文明、
安全、和谐、舒适的城市环境，
为美丽常熟建设贡献力量。

本 报 讯 （沈 国 栋 屠 兴 权
姜存义） 7 月 15 日上午，泰州市姜
堰区城管局执法队员来到太宇路
沿线的紫墅园、城南菜场，烈日高
温下马不停蹄，治理乱停乱放、疏
导占道经营。

在高质量创建全国卫生城市
和全国文明城市“双城同创”活动
中，姜堰城管一马当先，对重点领域
管控做到全天候。积极引导群众自
觉参与创建，成为姜堰创建活动的
一大亮点。区城管局挨门逐户，与城
区各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经营户签
订市容环卫责任书1400多份。许多
经营户依据责任书约定迅速行动，
积极配合城管人员为城市立面“净
颜除垢”，撤除不合规广告 600 多
处，铲除“牛皮癣”广告1200多处。

“双城同创”中，姜堰城管创新
的“721”工作法，使城市管理更具

亲民情怀，更具群众根基。70%的
问题用服务的方式解决、20%的问
题用管理的方式解决、10%的问题
用执法的方式解决，持之以恒化解
矛盾痛点、社会热点、管理难点。围
绕摊点管理难点，在城区合理设置
各类民生摊点、便民摊点群 16 处，
疏导摊点 800 多个，有效化解困难
群众经营难题。高标准建设一、二
类公厕，购置环卫作业车辆，提高
机械化作业水平，健全建筑垃圾、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快垃圾
分类达标小区建设。

姜堰区城管局局长缪斌说，
“双城同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努
力，更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艰辛历
程。姜堰城管将以创建为有力抓
手，不断总结探索城市长效管理的
新路径，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本报讯 （陈一） 为深刻吸取
苏州某酒店发生建筑物坍塌相关
事故教训，坚决防止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加强违法建设管理和执法
中的履职尽责，常州市城管局于近
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对违法建设案
件查处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紧
急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市对违
法建设开展全面清理排查，扎实、
有效、快速推进违法建设专项治理
工作。

通知要求常州市各级城管部

门迅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
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省委、市委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对违法建设特别是各类
人员密集场所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的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对违法建设
行为实行“零容忍”，坚决依法行
政，加快立案查处和案件推进，该
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该拆除的必

须依法拆除。对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的立即实施“人房分离”，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0 年以来，常州市城管部
门吸取国内以往事故的教训，严格
落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狠抓违
法建设专项治理。市级城管部门牵
头辖市、区开展人员密集场所违法
建设执法检查，不定期抽查违法建

设处置情况，巩固违法建设治理五
年行动治理成果，及时获取最新临
时建设审批信息，对新审批的临时
建设进行现场踏勘，对未超期的临
时建设及时提醒续办手续，并与属
地政府形成监管合力。同时进一步
加强失信惩戒、与不动产登记交易
机构联合惩戒、追缴拆除费用相关
数据的统计、分析，指导各单位利
用信用全链条评价机制的约束作
用，倒逼建筑产业链各环节对违建
行为说不。

本报讯 （李海洋 朱雪峰
王成） 7 月 13 日，2021 中国·
盐城射阳全国廉政农民画作品展
在盐城市射阳县开幕。

盐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
副主任刘向阳表示，盐城市高度
重视廉洁文化建设，此次活动，是
盐城市纪委监委和射阳县纪委监
委共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又一
次有益尝试。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要认真学习借鉴射阳的好经验、
好做法，充分挖掘利用地方特色
资源，找准与廉洁文化之间的契
入点，探索创新丰富多彩的廉政
文化活动，切实增强廉政文化的
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培植打
造一批诸如“清风盐城”廉政文化
专线等廉洁文化品牌，为推动全
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支撑。
射阳是文化部首批命名的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农民画）之
乡”之一，农民画获列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农民画已成为射
阳享誉海内外的一大特色品牌，先
后走进美国、奥地利以及联合国总
部巡展 20 多次，800 多件作品在
全国性主流农民画展赛活动中入
展获奖，获评江苏省对外交流示范
基地、省对外交流示范项目。射阳
县委书记吴冈玉表示，将以这次农
民画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管党治
党责任担当，持续加强廉政文化精
品建设，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崇德尚
廉、担当实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扎实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不断巩固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老娘舅”有效化解违法建设治理矛盾

常熟虞山把“要我拆”变成“我要拆”

常州城管对违法建设行为“零容忍”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渣土运输秩序，全面排查渣土运输企业存在的安
全隐患，日前，南京市六合区城管局对辖区内15家渣土运输公司开展审
验检查工作。对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和公司，将坚决予以停运。

□陆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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