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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视窗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殷富社区
成立于 2016 年 7 月，辖区人员密集，老龄
化问题突出，管理存在多头化、空心化、薄
弱化。为此，社区经过实地走访调研、深
入考察，立足各小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建
立“红殷骑手”服务驿站，破解小区治理难
题，提升小区治理效能。

共建联盟，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
公里”。社区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共建联
盟，利用快递小哥“巡查员”深入一线和第
一目击者的特性，为居民送“服务”包裹上
门。骑手每天走街串巷送快递的同时，对
小区和楼栋进行巡查，掌握辖区问题“第
一手资料”，把好各类风险的“第一道关

口”。对不会使用高科技电子设备的辖区
老党员，“红殷骑手”主动上门对接，送上

“红殷暖箱”，让党员疫情防控与学习教育
“两手抓、两不误”。此外，将智慧“红网
格”融入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运作
全要素网格与平安江苏APP形成“一网全
面覆盖、多线协同发力”。累计处理社区
疫情防控信息、群众诉求事件达560件。

殷富社区通过资源共建共享、人员互
动互助、服务互帮互替，不断深化服务驿
站功能实效，推动企居双方共建发展。以
零距离、嵌入式、接地气的服务方式，全方
位、精准化、高质量地化解社区治理难题，
创造出新的“网格速度”。

“红殷骑手”服务驿站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本报讯 （记者 李刚）“开车进城，我
手机上周边停车场位置、空余泊位等信息
一目了然，通过平台的‘诱导’及导航快速
完成停车。”1 月 15 日上午 10 点，新沂市
民顾怡方开车抵达位于徐州市中心的彭
城广场商圈，发现几个商场地下停车场要
排队30分钟以上。她打开“徐州市停车”
APP，很快在不远处的街边找到了停车
位，收费还便宜。而这辆车进入市区重点
停车区域时，便被纳入徐州智慧停车信息
中心的“视野”。

当天，徐州市智慧停车平台开通。只
要是绑定车牌的车辆驶入泊位，高位视频
相机就能识别车牌、自动检测入车，同时
记录入车图片，待其停稳后系统开始计
时，当车辆驶离泊位时推送账单信息，由
驾驶人员在手机上完成“无感支付”。

近年来，徐州市区小客车以每天发
牌 280 个的速度增加。去年中心城区小

客车已达 69 万辆，泊位需求量近 90 万
个，停车问题日益突出。该市把“智慧停
车”列为 202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已完
成 1000 个以上市区道路停车泊位智能
化改造、3000 个以上公共停车场停车位
信息化改造，形成停车监管平台、停车运
营平台、车主端 APP+微信公众号以及
收费员 POS 应用的功能体系，实现可视
化停车、智能化缴费、标准化服务，建起
统一采集、处理、发布的城市级停车管理
指挥控制平台。

据了解，这一平台目前着力于实现智
慧出行、智慧停车，未来将借助大数据模
型，形成出行规划更智能、停车体验更便
捷、服务内容更丰富的综合性服务体系。
进一步融合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公交智能
场站、共享汽车、智能充电等智慧交通建
设内容，将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有机融
合，为解决城市停车难提供“徐州方案”。

徐州开通平台智解“停车难”

本报讯 （许海燕 王静） 记者近日获
悉，江苏省企业“环保脸谱”系统已正式运
行，目前已对9万多家环保信用参评企业
完成评价赋码，评价结果已向社会公开。

企业“环保脸谱”的脸色表情反映企
业环境守法情况，分为“绿色（笑）、蓝色

（微笑）、黄色（正常）、红色（难过）、黑色
（哭）”五种，与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的
颜色保持一致，星级评价体现企业排污
许可、问题整改、危废管理、环境应急、自
动监测等污染防治水平。从颜色来看，
黑色企业 241 家，红色企业 5 家，黄色企
业 355 家，蓝色企业 93770 家，绿色企业
454 家。从星级来看，五星企业 77097
家，四星企业 110 家，三星企业 106 家，
二星企业 16448 家，一星企业 212 家，零

星企业 1039 家。
各地政府将基于企业“环保脸谱”，探

索建立企业分级管理机制。对连续 5 星
的“笑脸”企业可适当降低执法检查频次，
优先列为豁免管控企业，并在资金奖补等
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对于连续3星以下的
企业，将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整改，引
导企业积极“提星争笑”，推动企业主动提
升污染治理水平，有效推动企业落实污染
治理主体责任。

1 月 25 日前，企业可登录省污染源
“一企一档”系统完成信息更新。而涉及
排污许可、自动监控、环境执法等其他管
理信息，企业向当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反
馈，经相关业务处室审核确认后统一修
改，2月5日前完成。

我省为9万多家企业绘制“环保脸谱”

连续5星“笑脸”降低检查频次

□ 本报记者 浦敏琦

下网、围塘、收网、分鱼、起网⋯⋯1
月 14 日一大早，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的
甘露青鱼开捕。20 多个渔民穿着皮衣皮
裤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缓缓地把渔网从河
岸两边向一端拉拢。随着渔网越收越小，
一条条大鱼跃出水面，岸边围观的人群发
出阵阵欢呼。“这一网起码有 2 万斤。”水
产养殖户陈师傅说，这些鱼普遍在 10 斤
以上。

甘露青鱼个头大，肉质紧凑肥腴，受
到市民追捧。“青鱼开捕，意味着春节离
我们不远了。”鹅湖镇农服中心副主任朱
歆峰说，一条青鱼从鱼苗长到10多斤要
养 4 年，一般在年前 20 多天开始集中上
市。为确保品质，鹅湖镇不再盲目扩大
养殖规模，改走精养之路。青鱼养在水

质未受污染的池塘，以螺蛳、蚬子等天然
活物喂养，口感更好。质量一上来，市场
竞争力更强。

今年甘露青鱼养殖面积约 1650 亩，
将上市青鱼200万斤。受市场环境影响，
销售价格预计每斤将上涨 1 元左右。为
防止侵权，甘露青鱼专业合作社为每条青
鱼提供“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合格证”,
同时与市场、超市签订合作协议，授权销
售甘露牌青鱼系列水产品。

人欢鱼跃迎新春

□ 本报记者 刘海琴 高鑫

本报15日刊登的《“锯齿状”可变车道应该怎么走》一文
引起不少读者共鸣。有读者留言追问：“可变车道”既可直行
又可转弯吗？到底看哪个交通提示牌？不小心走错了怎么
办？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交管部门，为大家详细解释，
扫描二维码进来看！

别再蒙圈了，
锯齿状“可变车道”这么开！

□ 本报记者 杨 昉

1 月初，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黄
庄 村 村 民 周 建 国 向 本 报 读 者 热 线
(025-84701119)实名举报:“我手受
伤，家庭困难，申请低保一直批不下
来。可村干部优亲厚友，给全村11户
不符合条件的村民办低保。如有低保
户儿子开公司、资产超千万元，自己却
吃了11年低保；还有村干部的亲戚夫
妻俩都是吃低保的⋯⋯”他列举了 11
户“低保户”其实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
的具体情况。从去年 7 月起，他先后
向淮安区民政局、淮安区纪委反映举
报，至今没有结果。那么，周建国的举
报属实吗？

“低保户”包鱼塘，打麻将
半天输赢几百元

位于淮安区东北角的黄庄村，距
苏嘴镇 19 公里、区政府 31 公里，比较
偏远。

1 月 14 日中午，记者摸到黄庄村
“小卖部棋牌室”门前，已是下午两
点。周建国之前反映本村“假低保户”
周守元，是这里打麻将常客，“几乎天
天来！”

记者在小卖部买了瓶水，随着旁
观村民，走进里间约 15 平方米棋牌
室。3 张自动麻将桌，其中两桌已坐
满人。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照片，记者一
眼认出面向窗户打麻将的周守元。
60 多岁的周守元，看上去气色红润，
面前叠放着一张百元纸币和两张 10
元纸币，上面压着黄色塑料打火机。
右边放茶杯的塑料凳上，还有一张 10
元纸币。麻将桌桌肚里，有一包价格
16元的南京牌磨砂香烟。

记者同棋牌室老板娘高美兰聊起
天来。她说，棋牌室一下午每人收场
子费 10 元。打麻将每番 10 元到 20
元，周守元所在的那桌“只打20元的，
一下午输赢七八百元”。

出棋牌室向南走 200 多米，就是
周守元家。三间平房，两间高大的厨

房和卫生间，厨房外墙和院墙都贴着
米黄色瓷砖，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
院里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

记者径直往北走，随机入户打听
周守元家庭情况。“他家经济条件还用
说？每天抽两包南京牌磨砂烟，没钱
哪消费得起？”村民陈刚说，“他没事就
去打麻将，玩（赌）得很大。”村民郭平
则将记者引到周守元家鱼塘前说：“这
个鱼塘13亩多。记得我女儿初中时，
鱼塘就被周守元承包了，现在我外孙
女都 10 多岁了，你说他承包了多少
年？卖了多少鱼？听说他给村里交了
钱，可我们从来没在村务公开栏里见
到钱数。”

“低保户”儿子名下4家公
司，资产过千万

“周守元很有能耐，儿子也有钱，
在市里开了几家公司。”村民们七嘴八
舌地说。“周守元经常吹嘘儿子有千万
资产，还说他的低保资格没人能拿
掉。”村民张山说，他实在想不通，周守
元家庭条件在全村数得上，为何能安
稳地吃了11年低保？

记者随即在“天眼查”搜索周守元
儿子的名字，发现他同时在 4 家公司
担任股东，认缴出资额过亿元。4 家
公司分别为：淮安馨月池洗浴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1760 万元，其子持股比
例50%，认缴出资额880万元；淮安珂
恬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80 万元，其子担任执行董事，持股比
例 80%，认缴出资额 704 万元；江苏
淮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子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持股比例 80%，认缴出资额 8000
万元；淮安市亿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其子任监事，持
股比例 90.91%，认缴出资额 1000 万
元。难怪村民说他是“千万富翁”。

下午 3 点多，记者来到黄庄村委
会核实情况，只见大门紧锁。门口公
开 栏 ，贴 着 6 份 换 届 纪 律 承 诺 书 、
2020 年 12 月杂工使用情况等，没见
到低保政策和人员的相关公示。

低保核查，区里请镇里、镇
里请村里“代劳”

15 日上午 8 时 15 分，记者随周
建国来到淮安区民政局，经过测温

后，进入接待等候区入座。周建国
告诉工作人员，他是来询问之前投
诉处理情况的，可过了 20 分钟，也
无人招呼他。

周建国掏出手机，联系去年 7 月
信访接待他的区民政局副局长杨卫
方。杨卫方很快下楼，告诉周建国：

“你的投诉会按程序处理。”周建国问
他入村调查没有？杨卫方承认“自己
确实没去，但交办了苏嘴镇”。

周建国追问：“全村共有 91 户低
保户，为什么从不公示？”杨卫方说：

“文件要求低保名单不仅要公示，还要
公示到村头。村里不公示，不能怪区
民政局。”他比喻道：“民政局三令五申
要求村里公示，就像老师教学生，有的
学生听话，有的不听话，有的考 100
分，有的考50分，人与人不一样、村与
村不一样，哪能都怪老师？”

周建国不依不饶，反复问举报信
上反映全村 11 户“假低保户”调查情
况。杨卫方提高嗓门道：“赌咒发誓！
你就举报了 5 户，没有 11 户，也没有
任何纸头给我！”说到这里，杨卫方激
动地在接待台面上连拍5下。

见双方争执起来，记者上前问道：
能否先查那 5 户是否在保？杨卫方点
头，交待给一名女工作人员。

女工作人员打开一旁电脑，调出
苏嘴镇2021年一季度农村低保名单，
没有周守元等人名字。记者请她查
2020年四季度低保名单，发现周守元
等 5 人均在低保名单。周守元资料里
还有“建档立卡户”“肺结核”等字样。

“周守元每天抽烟，哪像有肺结核
样子？”周建国小声嘀咕。

离开区民政局，周建国与记者来
到苏嘴镇为民服务中心 3 号民政窗
口，询问苏嘴镇每年如何核查低保信
息。工作人员胡珊珊称不知情，要问
镇民政科员赵志忠。

在苏嘴镇政府院内，周建国与记
者等了半个多小时，见到开会归来的
赵志忠。

进办公室坐下，赵志忠就叹口气，
对周建国说：“你这事搞得不对头，当
初就不该向上级反映，要相信我们。
你自己脾气不好，现在弄得别人受处
理，你的低保申请也卡在区里。”

“先不谈我的低保，就说村里那些
假低保户，你们是怎么核查通过的？”
周建国问。赵志忠听后，翻开桌上镇
低保户核查名单说：“不是我们不作

为，全镇8万人、上千低保户，科里就3
个人，每家每户上门核，真跑不过来，
都是让村干部代核。你看，村干部个
个打勾，个个保留，没有一个取消的。”

“这不是有取消吗？”记者指着其
中一页问。“这是茭陵村，不是黄庄村
的。”赵志忠答。“为何茭陵村有取消
的，黄庄村却年年保留？你们不复核
吗？”对于记者追问，赵志忠反复强调：

“说明村干部不作为！”
当初谁给周守元办的低保？赵

志忠不肯明说，只是说“所有低保都
是个人申请、村里评议公示、乡里审
核、区里审批。”他说：“村书记要签
字盖公章，村会计要填表做手续，他
们肯定知情。”

举报人心有余悸，担心调
查避重就轻

苏嘴镇 2020 年四季度农村低保
名单显示，周守元自 2010 年 1 月起领
低保补助金，迄今整 11 年。11 年来，
各级农村低保整治搞了一轮又一轮，
淮安市民政局还于2018年到2020年
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其
间当地举报不断，但黄庄村每次检查
整治都能顺利过关。

多名村民坦承，黄庄村先后走出
几位“大干部”，他们同村干部及不符
合条件的低保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使得那几户每次低保检查都“逢
凶化吉”。“火爆脾气的周建国，只不过
说出了真相而已。他至今没被‘穿小
鞋’，说明上级还是公道的。”

1 月 15 日中午，周建国致电淮
安区纪委，询问他之前实名举报问
题的调查结果。唐姓工作人员称，
已经按规定调查，具体结果要查一
下。下午，唐姓工作人员电话告诉
周建国，说他反映的 11 户假低保问
题，其中 8 户情况属实，已被清退出
低保名单，另外 3 户继续保留，相关
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周建国问：

“你们何时出的处理结果？”对方答：
“具体情况电话不能说，下周去苏嘴
镇，当面反馈！”

听到这个消息，周建国既高兴又
疑惑——低保台账一清二楚，为什么
他举报半年才有调查结果？区纪委来
村调查为何不找他举报人？处理结果
为何不及时公开？

（陈刚、郭平、张山均为化名）

儿子开着多家公司 老子却吃低保11年

黄庄村“假低保”为何这么多
调查

▶上接 1 版 这是泰州打造区域交通
枢纽、建设人民满意幸福城市的重要
支撑，对提升城市能级、助推区域融合
发展意义重大。

大交通建设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幸福。刚刚过去的“十
三五”，泰州全面形成“两横两纵”井字
型高速公路网，实现了由“县县通”到

“县城通”；建成东环高架快速路、328
海姜段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快速路总
里程超过 60 公里；常泰长江大桥、靖
江江阴长江隧道全面开工，江阴第三
过江通道、张（靖）皋过江通道前期进
展顺利，靖澄过江通道纳入长江干线
过江通道布局规划。进入“十四五”，
泰州多个高速公路项目将有重大进
展，合计新建、改扩建里程约 270 公
里，成为全省高速公路和过江通道建
设的主战场。

“泰州 2020 年实现了动车入沪，

今年 1 月又实现高铁进京，‘十四五’
重点建设接沪连宁、跨江融合的枢纽
泰州，致力成为长三角核心区的中轴
枢纽城市。”史立军告诉记者，在发展
视野和定位上，泰州全力推动建设国
家交通主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以
高铁、高速、过江通道和港口建设为重
点，横向接贯东西、连接沪汉蓉，纵向
打通南北、接轨京沪杭，对内加快构筑
一体化、快速化的市域交通网络，打造

“面向长三角、接轨沪宁杭”的区域性
交通枢纽。

倾力惠民生，
展现幸福城市的现实模样

近期，泰州引凤路西侧百水园全
民健身路径建成投用。据统计，到去
年底，仅海陵区新增健身路径器材
6073件，率先形成全国领先的城市社
区“5 分钟健身圈”，展示了泰州最具

活力的幸福城市形象。
民生幸福指数的提升，是泰州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该市近年来坚持将
全部财力的 75%、新增财力的 80%以
上用于改善民生，不少民生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比如，率先建立经济发展和扩
大就业联动机制，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
保持全省最低水平；率先实施健康扶贫
补充保险，参保受益面惠及所有建档立
卡低收入人口；率先推出机构托养、社
区照护、邻里互助“三张券”，形成“泰有
福”养老服务品牌等。

“越是发展遇到困难挑战时，越要
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多为群众办
实事。”泰州市市长朱立凡说，市委市
政府把民生工作作为“心中工作”，把
2020年确定为“民生幸福攻坚年”，一
批民生实事项目快速推进，特殊群体
兜底保障不断深化，获评“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特别在疫情期间，该市创

新机制，仅用5个工作日便将2176.72
万元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到 12 万困难
群众手中，发放时间压缩到国家规定
的四分之一，获得国家发改委的点赞
并向全国推广。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去年 8 月
召开的泰州市委全会确立了“三步走”
民生工作路径，推出民生幸福十大行
动和“民八条”措施。该市已列出“时
间表”：一是力争通过一年左右的梳理
排查、集中攻坚，把群众反映强烈、“跳
一跳够得到”的民生问题基本解决到
位；二是通过三年的持续努力，创成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在
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深层次问
题上实现大的突破；三是到“十四五”
期末形成具有泰州特色的系列民生品
牌，创造人民满意的高品质生活，建设
让泰州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幸福水
天堂”。

泰州：奋笔描绘幸福城市新画卷

隆冬时节

，南京明孝陵蜡梅正艳

，梅花山已有梅花绽放

，双梅争艳

，吸引不少市民

前来观赏

。图为昨日

，明孝陵景区蜡梅盛开

。

杨素平

摄

( 视觉江苏网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