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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关爱共享单车”
共倡导“守护城市文明”

本报讯 共享单车的到来，方便了
市民的出行，缓解了交通拥堵的问题，
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可一段时间以
来，随意乱停乱放、闯红灯等不文明现
象也随之出现。为倡导文明，日前，市
城管局联合市文明办、市级机关工委、
市妇联、团市委、江苏司法警校、一分
钟公益团队共同开展“关爱共享单车，
守护城市文明”活动。

当天，来自江苏司法警校、一分钟
公益团队、市文明办“啄木鸟”、市级机
关党员代表 60余名志愿者来到位于
京口闸的共享单车停车点，提着水桶
给路边的共享单车进行清洗。随后，
志愿者们在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哈罗
公司和永安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深入到解放路、电力路、长江路、大西
路等市区主次干道和小区整理路边的
共享单车。

现场，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们组建
了“关爱共享单车微信群”并在“市级
机关党建群”“文明引导员群”“一分钟
公益群”“城管学校联盟”等十多个群
进行宣传和发动。市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接下来，将组织市文明
办啄木鸟志愿者、市级机关党员志愿
者、江苏司法警校、团市委、市妇联
系统的 3000 名志愿者，经常开展

“关爱共享单车”行动，使共享单车
的关爱行动常态化、长效化，把文明
之风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胡冰心 戴勇 王湘萍）

高专学生乒乓球队
获省苏南分会比赛季军

本报讯 2日，镇江高专学生乒乓
球队参加了在常州举办的江苏省学生
体育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苏南分会
2018年大学生乒乓球比赛。

高专华硕、陈康健、陈诚、丁逸飞、
徐洋等5名队员在教练员李浩老师的
精心指导下，经过艰苦的预赛、复赛和
决赛，获得男子团体乙组（高职高专
组）第三名的好成绩。（朱春瑜 贺莺）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办好网络教育，要发展“互联网+
教育”，实现教育信息化的转段
升级，充分发挥对教育现代化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中国教育培训
联盟也发文指出，传统的培训机
构必须找准学校的定位与发展
方向，及时调整，谋变创新。日
前，总投资50亿元的好未来镇江
教育基地项目签约落户新区，这
也是好未来在全国范围内设置
的首个“一区四基地”项目。好未
来镇江教育基地项目的核心目
标和愿景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落
户新区？项目未来发展方向是什
么？……5月28日，好未来项目签
约仪式后，记者采访了好未来党
委书记、智慧教育总裁于莉。

好未来项目选择落户镇江，
于莉介绍，“家乡情怀”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好未来创始人兼
CEO张邦鑫是土生土长的镇江扬
中人，18岁之前从未迈出过镇江

一步。张邦鑫说，选择在镇江投资
建设好未来教育基地，是想为家
乡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而镇江
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和不断释放
的城市潜力，尤其是镇江国家大
学科技园优越的科教环境、高端
的配套载体和良好的生活环境，
给了好未来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于莉告诉记者，好未来是一
家有使命感、用科技推动教育进
步的教育科技公司，不忘初心、回
馈家乡是公司愿景。此外，公司成
立15年以来，在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育产品和教学服务方面积累了
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新区乃至镇
江市重视科技、重视新兴产业发
展、重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所
以好未来将未来“托付”镇江。

好未来是在美上市的教育
科技企业，核心业务涵盖素质教
育、教育信息化、网络教育、学科
教育、家庭教育、国际化教育等
多个板块。目前业务覆盖全国43

个城市，拥有员工近3万人，线下
学生接近 400 万人，线上注册学
员累计超过 4000 万人。于莉介
绍，此次投资落户新区的“一区
三基地”项目，一期包括教育科
技产品创新基地、优秀教师培训
基地，二期包括青少年素质教育
基地、国际 GES 教育大会基地，
围绕“四大基地”建设，将镇江打
造成为中国区域教育现代化示
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
样板，推广至江苏乃至全国。

随着近年来教育现代化的
快速发展，好未来积极投身教育
均衡，大力探索智慧教育的发展
路径。于莉介绍，现阶段，智慧教
育的重点工作，就是按照教育部
提出的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将
先进的教学理念、产品和技术与
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促进师
生信息化素养的提升，构建以老
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智慧校园。在
此之前，好未来也做过非常多的

探索和实践，此次镇江教育基地
项目就是希望把这些先进经验
带给镇江，助力镇江公立学校在
智慧教育领域的转型升级。未
来，好未来将以智慧教育为依
托，以普惠教育为使命，将优质
教师资源、教研体系、教学方法
等覆盖到更多有需要的区域。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产
品、理念的全面结构化提升，好
未来正从传统意义上的 K12 课
外培训公司，逐渐转型为全学
科、素质化的科技驱动型教育公
司。于莉认为，用科技推动教育
进步的本质，是让每一个学生、
老师都能在传统的教学和学习
的方式上进行转型，在教学的效
率和效果上得到长足的进步，从
而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所
以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好未来
将一直秉持这一理念，在公立学
校主战场上，发挥作为科技教育
企业的最大作用。”

无人机巡查
发现违建“马上拆”

日前，丁卯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无
人机巡查发现永隆城市广场小区一名
家住顶楼的业主擅自在露台加层，进
行约60平方米的混凝土整浇违建。社
区工作人员现场制止，并下发《违建
自行拆除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拆
除。但该业主不予理睬，昨天，丁卯街
道城管联合丁卯社区对该处违建进行
依法助拆。

马镇丹 黄克萍 李宁吉 摄影报道

“城市美容师”
演练中暑急救处理

为了积极应对高温季节环卫工可
能出现中暑状况，日前，镇江新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织环卫作业单位集中进
行防中暑急救预案演练，从事道路保
洁的环卫工人参与了活动。

本次中暑急救演练，让所有人员
熟悉了整个急救流程，做到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 环涛 本宽 摄影报道

市工作组检查考核
大路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 日前，市河长制工作检查
组来到大路镇，就2018年河长制工作
开展季度检查考核。检查组重点围绕
河长制工作机制、重点任务和河道管
护 3 个方面进行检查，主要通过查看
现场、查阅台账、听取汇报的方式开展
考核。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大路南港
河、长江堤防大路北段和北沙腰河等
重点河道进行现场考核点评，并认真
查阅河长制台账。检查组对大路镇以
及新区河长制工作表示充分肯定，要
求进一步建立完善落实好河长制相关
工作机制，常态化做好河道管护，确保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大路镇开展河长制工作以来，“河
长+河段长”已全覆盖，村级无名河塘
也责任到人，管护到位；坚持打好“巡、
问、诊、治”组合拳，镇村两级河长不断
强化责任意识，常态化开展巡河并及
时记录问题、诊断问题、交办问题、解
决问题，真正“做到“守水有责”。该镇
创新形成“职能部门评分、镇村河长互
评、党政领导点评”的“三评模式”，定
期开展镇级河道督察考核倒逼河长履
好职尽好责；同时还广泛动员广大群
众参与到河长制工作中。

下一步，大路镇将继续联合镇河
长办成员单位，形成齐抓共管、联动共
防的“大管理”格局。在已经编制完成
的北港河、吴沙河、集镇河“一河一策”
的初稿基础上继续深化方案、细化措
施，6 月底前全面完成编制工作。同
时，该镇对照新区编制的河道项目化
清单，扎实推进黑臭河整治，河道环境
面貌、河流水质有明显改观，达到Ⅴ类
水体标准，消除黑臭河。

（符旭东 张学军 童本宽）

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管理工作会议举行

本报讯 近日，新区司法局召开
全区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工作
会议，这标志着新区司法局全面承接
律师管理、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等工
作职能。

会议首先宣布了律师管理、法律
援助职能下放给新区司法局的决定；
各律所、法律服务所集中学习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实施
意见》《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两
个文件；三家单位进行了会议交流发
言，阐述了下一阶段的发展规划。

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是深化法治
建设的重要抓手，是践行司法为民的
服务平台，下一步新区将加强学习培
训，组织保障，以及舆论宣传；切实发
挥好新区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进一步
加强对全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
的行业管理。 （王礼 许晓媛）

助力镇江在智慧教育领域的转型升级
——访好未来集团党委书记、智慧教育总裁于莉

龚江婷 汤佳玲 刘静婵 李明明

已由业主分摊的两间活动室、
4间管理用房，除一间管理用房移
交外，其余5间被开发商据为己有，
变成了“自产自管用房”。经过业主
委员会近两年马拉松式的维权，近
日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
该5间房产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原
判。近日，中浩国际广场业主委员会
在小区显眼位置，张贴红色《告全体
业主书》和市中院民事判决书，向全
体业主报告了这一喜讯。

■ 起纷争：
业主共有房变自产自管用房

中浩国际广场业主委员会主
任、今年 74 岁的王彩万告诉记
者，位于市区黄山路 66号的中浩

国际广场小区，由原中浩开发公司
（后 更 名 为 鑫 ×源 公 司） 开 发 。
2016年9月，他无意中看到开发商
移交的房屋面积清册上标有管理用
房，其中 B 座 399 号 （建筑面积
106.62 平方米） 标示的是管理用
房，而他实地察看发现该房被开发
商占用。

经进一步比对图纸和现场勘
查，王彩万发现，不光399号，小
区公寓楼E座活动室397号（27.88
平方米）、497 号 （27.9 平方米），
公寓楼 B座管理用房 398号 （55.9
平方米）、498 号 （55.93 平方米）
和 499 号 （106.69 平方米），除管
理用房 498号已移交外，其余 2间
活动室、3间管理用房均没有办理
移交手续，被开发商控制或挪作他

用。
于是，王彩万找到鑫×源公司

交涉，该公司经理张某辩称上述房
屋为“自产自管用房”，与业主无
关，但拿不出相关证据。

“这些房子原来是管理用房、
活动室，你变更成自己的房子了，
你通过什么程序变更的，你有没有
产权证？我就想把这些房子查清
楚。”自称自己是“一根筋”的王
彩万，一边继续找开发商维权，一
边跑国土局、档案馆、市政务服务
中心等部门收集证据，其中一张关
键证据－－2008 年 9 月 18 日，中
浩开发公司向市房地产测绘部门报
备的“中浩国际广场建筑面积计算
说明”显示，上述争议房产成本已
由该小区公寓楼局部业主分摊。

此后，作为业主委员会负责人，
王彩万多次向相关部门申诉未果，
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在小区业主
支持下，2017年3月，业主委员会一
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了润州法院。

■ 打官司：
一二审均判业主委员会胜诉

审理中，中浩国际广场业主委
员会请求，将上述 2间活动室、3间
管理用房的管理权、使用权、处置
权、收益权判给原告所有。而被告
鑫×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均不是
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公寓楼 6
间房屋在当初规划设计时就已注明
是活动室和管理用房，活动室、管理

用房由三层、四层公寓分摊。在竣工
后的房管部门的测绘报告中也注明
了上述6间房屋的性质为活动室和
管理用房。审理中，被告也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上述活动室或管理用房的
建造成本未列入商品房的建造成本
中。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7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确认该 5间房产属于中浩国际
广场全体业主所有。

一审宣判后，鑫×源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诉争
的5间房屋产权归其所有。市中院
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鑫×源公司的
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为此，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共有管理用房活动室被占，业主拿起法律武器

法院判决：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
本报记者 方良龙

投稿邮箱:100538817@qq.com

西瓜踩不破
致富新亮点

5公斤多重的西瓜能
承受70公斤成人站立、不
破不裂，且瓤红汁多、口
味颇佳。这种名为“黑武
士”的新品种西瓜，正在
本地瓜棚中逐渐成熟、待
上市销售，主要特点是坐
瓜性好、抗病性强，储存
期可达一个月，适合长途
运输。

辛一 杨志国 陈永根
摄影报道

宝堰发现1951年
《土地房产所有证》

本报讯 昨天，丹徒区宝堰镇王巷
村王奶奶在家找东西时，在一张老桌
子的抽屉里，翻到了一张家里的 1951
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用宣纸书写，
尽管年代久远，整张证书除了部分地
方被虫咬破，绝大多数文字字迹工整
清楚，全部用繁体字书写。

据王奶奶介绍，这张老土地房产
证放在老桌子的抽屉里多年了，房子
都翻建了好几次，权证所有人是王奶
奶丈夫的母亲、丈夫的哥哥和丈夫的
姐姐，都已全部过世了。

宝堰镇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馆长
朱自清表示，如果王奶奶愿意将此证
捐给纪念馆长期保存，纪念馆将发给
王奶奶纪念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但还要请专业人员鉴定和研究。王奶
奶表示，上辈留下来的东西有个好去
处，她也就放心了。 (记者 方良龙

通讯员 李国平 王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