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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中的服务礼赞

不久前的连续暴雪，让整个世
界银装素裹。大雪将天地之间装扮
得分外美丽，但对于要出行的人，却
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马路上四个轮子的汽车得小心
翼翼挪着开、两个轮子的电动车只
能慢慢滑行、两条腿走路的更是步
步惊心。要来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
更免不了担忧：这么大的雪，不少公
交车都停运了，银行还能正常营业
吗？

别担心！一大清早，工商银行
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的卷帘门还没
开启，工作人员就早早地出来清理

积雪了。只见大家甩起铁锹卖力破
冰铲雪，个个脸上都红彤彤的，银行
门前被清理出来一条“安全通道”，
ATM机门前的台阶上也贴心铺上了
稻草垫防滑。“小心地滑、注意安全”
的提示牌更是在寒天里给大家带来
了一丝丝温暖。

当您步入营业大厅，首先迎接
您的是大堂经理真诚的微笑，一声

“您好！欢迎光临工商银行！”令您
倍感温馨，一杯热茶更是犹如一股
暖流直击心底，融化了冬季的冷
酷。等待叫号期间，大堂经理细心
询问业务办理内容，给客户推介适
合的产品。顾客了解到，原来工银E
缴费可以“生活缴费 简单E点”，麻
烦事、琐碎事只要轻轻一点，工商银

行可以一键解决；足不出户，就能在
工行的融E购平台实现境内外名品
名商轻松购，有工行做依托，购物更
放心；平时用工行信用卡都能积分，
积分可以当钱花……工行悉心周到
的各种服务，通过良好的沟通，逐步
深入人心。

起身站立，举手示意，玻璃挡不
住工作人员的亲切和善意，柜员们
麻利地敲击键盘、不时地连珠妙语，
真诚、专注、专业，令顾客惊讶于柜
员小小的身躯迸发出的职业的光辉
竟然如此耀眼。

业务无大小，服务无小事，飞雪
之中，正是这样一群可爱的工行人
默默坚守着，令这场大雪带来的只
有美丽。 （尹红 王双平 童本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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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网上变卖公告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年2月26日10时至2018年4月

26 日10 时期间(竞价周期与延时除

外)在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变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7，户名：镇江市

润州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扬中市三茅街道

明珠农商城 3 幢 301、501、502、503、

505、506、507、508 室，规划用途商

业，建筑总面积751.49平方米，房屋

有租赁，租赁到期日为2032年12月

30 日。起拍价：197.70928 万元，保

证金15万元，增价幅度：0.5万元。

二、变卖方式：

1. 网络司法变卖期为 60 天，如

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

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

时竞价倒计时；24小时竞价周期内，

其他变卖报告用户可加价参与竞

买，竞价结束前 5 分钟内如有人出

价，则系统自动向后延时5分钟（循

环往复至最后5分钟内无人出价）。

2.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

于标的物变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

缴款，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格；至少

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

可成交。

三、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

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查阅。电话：0511-85319811 联系

人：孙法官。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将在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2 ，户名：镇江
市京口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 镇江市谷阳路 66 号二区 14

幢 405 室住宅房，房屋建筑面积为
97.94 平方米。房地产评估价值
45.18 万元。起拍价 45.18 万元，保
证金：4万元。

2. 镇江市经十二路 689 号 3 幢
第1层115、117室商业房，房屋建筑

面积均为62.34平方米，分摊土地面
积均为29.5平方米。房地产议价价
值150万元。起拍价120万元，保证
金：12万元。

二、咨询时间与方式：拍卖物自
2018年2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3
日接受咨询。咨询时间（周一至周
五上午 9：30- 11：30，下午 2：30-
5：30）。

三、拍卖时间：拍卖物于2018年
3 月 14 日 10 时起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详见各拍
品公告）；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
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

卖、撤回拍卖。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一周向拍卖法院提交有
效证明。

五、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
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
金。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2 ，户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查 阅 。 0511- 85319362( 曹)、
18796000220。

2018年2月11日

镇江市城市长效管理2018年1月份考评结果

序号

1

2

被考评单位

京口区政府

润州区政府

综合得分

87.68

86.33

考评等次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被考评单位

丹徒区政府

镇江新区管委会

镇江高新区

综合得分

86.47

87.30

86.27

考评等次

良好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被考评单位

市城建产业集团

市交通产业集团

市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综合得分

84.28
91.12
88.25

考评等次

良好

优秀

良好

五、市区各街道考评情况

四、企业单位考评情况

三、各职能部门考评情况

二、丹徒区政府、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考评情况

一、京口、润州区政府考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考评单位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利局

市卫计委

火车站广场办

综合得分

90.10

89.01

89.44

90.90

91.00

87.68

85.55

考评等次

优秀

良好

良好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区

京口区

润州区

丹徒区

镇江新区

镇江高新区

街 道
（含辖区部门）

健康路街道

大市口街道

四牌楼街道

正东路街道

象山街道

宝塔路街道

和平路街道

金山街道

七里甸街道

官塘桥街道

南山街道

宜城街道

丁卯街道

大港街道

蒋乔街道

综合得分

90.05
90.01
87.59
87.97
90.06
87.00
90.02
89.96
90.10
91.47
88.29
84.21
87.54
88.41
88.99

考评等次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注销公告
镇江大明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股东于2017年10月22日决
定解散该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晓红，联系电话：
13815482727，地址：宝塔路32号 ，
邮编：212000。
镇江大明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
镇江联信教育文化服务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 2018年 2月 9日决议解
散该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汤爱梅,联系电话：
13775557907,地址：大港新区平昌中
心社区瑞城路88号

镇江联信教育文化服务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8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
镇江思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于2017年10月22日决定解散该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邹晓红，联系电话：
13815482727，地址：魅力之城 1202
室，邮编：212000。
镇江思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
镇江启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于2017年10月22日决定解散该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邹晓红，联系电话：
13815482727，地址：丁卯花园 101
室，邮编：212000。
镇江启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2月12日

警方发布春节安全防范提示：

防火防骗莫大意
观灯停车要注意

本报讯 昨天，市公安局发布安全
防范提示，帮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许多市民要下厨招待
亲朋好友、燃放烟花爆竹，警方提醒市
民要注意防火和燃放安全。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有时想打个
牌搓个麻将。警方提示，适度娱乐可
以，但要避免涉赌。同时，很多骗子过
节也不放假，市民也要注意防骗。

春节假期，西津渡将举办新春游园
灯会。警方提示，观灯停车要注意：金山
停车场，位于桃园入口60米处，有60个
机动车泊位；金山宝地地下停车场，位
于金山路内，170个机动车泊位；一泉景
区停车场，位于一泉灯控路口，有180个
机动车泊位；原一泉南大门停车场，有
160个机动车泊位；银山门南停车场，位
于大西路和迎江路交叉口，有80个停车
泊位；六中停车场，位于新河路六中北
侧，有100个停车泊位。西津湾停车场位
于长江路、和平路交叉口，地上停车场
有1000个停车位，地下停车场有900个
停车位。 （景泊 何志斌）

爱心企业连续7年
送年夜饭

本报讯 昨天，镇江和记大酒店董
事长刘军，将一份份爱心年夜饭大礼
包送到了金山街道润州山路社区 10
户困难居民的手中。。

记者了解到，原本刘军的饭店在
润州山路社区辖区，后来因为社区拆
迁饭店搬走了，但刘军和社区、居民们
结下了深深情谊。从 2012年开始至
今，刘军每年春节前都会嘱咐饭店的
厨师们精心准备年夜饭大礼包，赠送
给社区居民。昨天领到年夜饭大礼包
的社区居民中，有低保户、失独老人、

“三无”老人等。 （记者 胡冰心）

本报讯 年关将近，针对农
民 工 讨 薪 案 件 较 为 集 中 的 现
状，句容市司法局等部门多措
并举打通农民工讨薪通道，有
效保障了农民工合法权益。截
至目前，通过人民调解、法律援
助等渠道，为 1187 名农民工个
人和 19 个群体提供了法律服
务，累计讨回薪资 2600余万元，
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认可，同
时也为地方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深入工地，进行“重点式”服
务。组织12348法律服务队深入
企业、工地、社区等重点场所开展

《劳动法》《合同法》《工伤保险条
例》等与农民工群体息息相关的
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现场发放

法律援助联系卡600余张和各类
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为农民
工解答法律疑惑300余件。加强

“12348”法律服务热线值班值守
工作，确保“12348”法律援助专线
畅通，及时为来电咨询的农民工
提供专业细致的咨询服务，累计
接听咨询35件。

多方联动，提供“管家式”
服务。市调处中心贯彻调解优
先原则，力争优质、高效解决农
民工讨薪问题，及时化解企业
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的矛盾纠
纷，把矛盾解决在企业内部。
为此，市调处中心与市总工会、
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仲裁委员
会、信访局、法院等部门沟通协
调，建立了应急联动处置机制，

做到多方联动，信息共享，发挥
各方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共同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在多部
门协同合作下，累计化解调处
农民工讨薪纠纷 300余起，涉及
薪资 600余万元。

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定点
式”服务。市法律援助中心对农
民工讨薪案件开通绿色通道，共
累计为17个农民工群体和827名
农民工个人提供法律援助，涉及
薪资达 2000余万元。免予经济
困难条件审查，不设人员户籍限
制，只要是在句容市范围内务工
的农民工，一律同等对待，快速受
理并给予援助。对群体性讨薪案
件，法律援助中心与矛盾调处中
心第一时间介入，并配合做好其

他相关处置工作，稳定人员情绪，
并全权代理进行仲裁或起诉，直
至权益得以维护。

多网齐下，推出“网络式”服
务。利用电台“行风热线”栏目，
通过在线咨询电话连线律师方
式，让有薪酬纠纷的农民工优先
连线进行法律咨询，目前，已有 3
位律师入驻电台。利用句容市第
一门户网站“山水句容网”，开设

“法润句容”专栏，并在专栏内设
立了法律咨询室，一旦有农民工
在线咨询相关法律问题，便会有
律师在24时内给予回复，截至目
前，已有11名青年律师进驻山水
网，“法润句容”专栏累计浏览量
达21万余次。

（汤倩 杨兵 庆海）

句容多方联动开通民工讨薪绿色通道
累计讨回薪资2600余万元

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食药监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7年全市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和 2018年春节节前
监管情况，并发布春节期间食品药品
安全消费预警。

2017 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全市学校食堂、老年服
务机构“明厨亮灶”覆盖率分别达80%
和 60%以上；全市 443家食品和食品
添加剂生产企业90%以上设立监督公
示栏，19579家持证食品经营户和151
家集中交易市场全部完成风险分级；
全年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29件。

近期全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加大监管力度，截至2月初，累计抽检
1455批次，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为保障春节期间市民饮食安全，
会上还就市民采购、就餐等发布安全
消费预警。 （记者 杨佩佩）

趣味运动会迎新春
日前，正东路街道京岘山社区举

办2018年迎新春趣味运动会，让居民
在“快乐运乒乓”“欢乐吹蜡烛”“幸运
大套圈”等趣味运动游戏中，喜迎农历
新年。 王呈 段月娥 摄影报道

情人节、春节临
近，镇江市区花店、花
鸟市场的玫瑰、蝴蝶
兰、大花蕙兰等花卉
热销。但受近期冰雪
天气影响，花价比往
年略有上涨。

王呈 摄影报道

节
前
年
宵

花

俏

销

温暖的冬日

供电公司开展
春节电网反事故演习

本报讯 “14时15分镇西359开
关跳闸，请将负荷调由金山 354线供
电。”日前，镇江供电公司举行了春节
电网反事故演习。

本次演习主要针对春节期间高
铁站、客运站、高速公路、西津渡灯会
等重要场所的保电，以及电网的异常
方式、用户的供电可靠性等环节。演
习模拟设置了“西津灯会活动保电线
路西津 507线单相接地故障”“镇西
359开关故障跳闸，铁路变失去一路
电源”等故障。

据悉，为了让本次演习达到预期
目的，镇江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制
定切实可行的演习方案，对演习中涉
及的安全措施、技术支持、方案设计
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组织布置，并全
程采用基于 D5000 的调控一体化
DTS仿真系统进行模拟操作，确保了
演习过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多举措
力保镇江电网春节期间安全稳定，为
全市人民欢乐度节做好供电服务保
障。 （王亮 赵肖旭 胡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