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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灌
南县田楼镇果农
冒着高温采摘优
质桃供应市场。

王华 摄

不仅走近群众，更要贴近群众。前
不久，沛县县委书记吴昊带领县委委员
入住农家，同村民像家人一样围坐在一
起“拉呱”，倾听群众心声，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两天的

“民情探访”，共吸纳民意35条，推动解
决民生问题36件。

“咱如果不能到老百姓家坐一坐、
喝杯茶，要说咱心里装着群众，谁能相
信？”吴昊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充分发挥
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攻坚克难为群众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谋实策、出实招，让群众获得感
越来越强。

今年以来，沛县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统
筹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攻坚克难系
列实践活动，把“多年想办应办而未办
成的事”办实办好，努力把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水草丰美，野鸭戏水，步道弯弯……
仲夏的安国湖湿地公园，一幅美丽的
景象呈现在眼前。站在公园门前，安国
镇党委书记武来力说：“生态上欠的账
要用生态建设来还，让塌陷地造出生
态福！”

沛县因煤而兴、因煤而痛，采煤塌
陷地曾经是沛县大地上的一块块伤
疤。今年，安国镇党委频频亮出实招，
把创建安国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攻
坚克难——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已经
完成科普宣教馆内部装修布展等工
程，确保各项指标达到国家级湿地公
园标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安国湖
国家湿地公园的提升建设，实现了煤矿
塌陷区生态的华丽转变，将沉重的历史
包袱变成了新的发展财富，为探索采煤

塌陷地治理带动城市发展的“沛县模
式”贡献了经验。

生态更美，城市更新。在沛县迎宾
小区，几十年的老旧小区如今所有楼栋
外立面整修一新，有的单元门前还在加
建电梯……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我们协同
沛县住建局等单位，按照县委提出的

‘体现民意、汇聚民力、匡正民风’的原
则，把小区改造的过程，变成干群关系
深度联系的过程，变成基层群众加强自
治的过程，变成老百姓自我提高、自我
教育的过程，真正让居民‘唱主角’。”沛
城镇党工委书记张伟说，目前迎宾小区
等4个小区正在改造施工。

下一步，对完成改造的小区，沛县
将通过物业模式改革，聚焦小区环境改
变、居民生活改善，完善社区党组织、居
委会、物管会、物业公司“四位一体”管
理机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小区
精细化管理水平。

不只是城区，在紧邻微山湖的胡寨
镇，这里空气清新，土质肥沃，物产丰
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然而多年
来，该镇中心街因道路狭窄、人流众多，
每逢上下学高峰期，特别是重大节假日
期间，街道拥堵严重。

“胡寨距离县城很近，开车10分钟
的车程，可是想到胡寨镇中心转转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家住胡寨镇中闸
村的杨女士提起胡寨的“堵”，深有感
触。她说，以前每到节假日，镇中心几条
要道总是水泄不通。

今年4月，该镇党委研究决定将中
心街提档扩建工程作为一项为民办实
事工程，年内筹集资金2000万元进行
提档升级，明确镇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
迅速落实。

如今，胡寨镇中心街等街道干净整
洁，困扰居民多年的拥堵问题得到解
决。胡寨镇党委书记孙道远表示，只要
党员干部带好头、当表率，把群众利益
的位置摆正，沉下身子解民忧，就没有
什么难事。

“县委要求领导干部要把攻坚克难
项目作为检验能力的试金石、历练本领
的磨刀石，努力在攻坚克难中长本事、
练才干。”沛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沛县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主任赵士鹏
表示，全县从县、镇层面排定122项攻
坚克难项目，梳理出394项村居、社区
攻坚克难项目，就是要将每一件来自群
众诉求、代表群众满满期盼的实事办实
办好。 李辉 张庆来 李梦虎

谋实策 出实招

沛县党员干部俯身沉心为民办实事
在县内17个镇（场）街道和开发区观摩考察，开会分析点

评考察中收集到的每一个问题……7月5日至7日，沛县党政

一班人马不停蹄走进群众察民生、沉下身子解民忧。

合并公告（补充公告）
根据苏州辛得利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与苏州劳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
2021年4月2日所登合并公告内容，
补充以下内容：

1. 苏州劳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注销方）的注册资本为3029.786649
万元。

2. 根据双方合并协议，合并方式
为：苏州劳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解散，
苏州辛得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存续。

特此公告
苏州辛得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劳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07月09日

遗失 孙寿田，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凤凰
三村3栋2单元104室，租凭证，声明作
废。
遗失 淮二航货6688，船舶识别号：
CN20128613603, 船 检 登 记 号 ：
2013S2100346《内河船舶检验证书
簿》，声明作废。
遗失 苏内航货1999，《船舶营业运输
证》编号：苏SJ（2017）08005516，声明作
废。
遗失 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峨嵋山
社区（村）长岗徐组54号村民郝正兵
的（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证
号八（九九）建房325号，声明作废。
遗失 上海意派船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各一枚，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税信用代码：
91320104679013843H，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盐城凤兴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等23户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2,
068.94万元，本金为9,586.0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盐城等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顾正龙、李媛媛，联系
电话：025-52680832 和 025-52680932，电子邮件：guzhenglong@cinda.
com.cn、liyuanyua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huang-
fei@cin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
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连云港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心支公司东海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74320722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5905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相关单证;分发分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9年12月31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迎宾大

道北路13号瓯龙庭院名郡13-110、
13-111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连云港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4月29日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心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85320700
许可证流水号：0245908
业 务 范 围：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

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各种人民币
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
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
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分公司授
权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14年07月29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郁洲南路12号

万源花苑B综合楼合501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连云港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6月09日

南京市栖霞区司法局以建设法治
乡村为目标，注重精选对象、培育成长
等关键环节，精心培育1107名“法律明
白人”，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效能。

广储备优结构，注重精选对象。严
格落实《推进全省村（社区）法律明白人
培育工程的总体方案》要求，明确“法律
明白人”选拔条件和主要职责，选拔出
能普及法律常识、服务基层治理、化解
矛盾纠纷的骨干“法律明白人”；采用个
人自荐、联名举荐和村（社区）推荐相结
合的方式，按照选拔条件，重点在村
（居）“两委”干部、村民代表、法律服务
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网格员、“五老”人
员等人群中遴选、培育，精心选取懂法

律、有文化、爱公益、有威信的人作为骨
干培养，实现每个网格有1-2名“法律
明白人”，实现村（社区）网格法律“明白
人”全覆盖，确保人员选得准、村民用得
上、有事找得着。

强孵化提能力，注重培育成长。采
取“线上+线下”方式，组织“法律明白
人”加入法润民生微信群，在线提升

“法律明白人”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将“法律明白人”培训纳入普法骨干培
训主体，依托道德讲堂、农家书屋、法
治驿站等，面向“法律明白人”定期开
展送法培训，重点普及《民法典》、乡
村振兴、疫情防控等相关法律法规；针
对道路交通、环境污染、婚姻家庭等常

见纠纷，采取法律宣讲、模拟法庭、旁
听庭审等形式，组织“法律明白人”观
摩培训，提升其依法办事能力和业务
水平。

抓行动促成效，注重功能发挥。积
极发挥“法律明白人”在普法宣传中

“传帮带”作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
着力将与村（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延伸至每个角落，强化群
众法治理念、提升群众法律素养；推动
农村“法律明白人”协助属地司法所、
村级法律顾问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因
地制宜、因人施策，让法律服务更加精
准有效；积极引导“法律明白人”参与
基层治理，为村（居）事务决策提供法

律意见，协助村（居）开展换届选举、制
定村规民约，着力提升乡风文明。

抓机制厚保障，注重规范管理。健
全“法律明白人”日常管理制度，将“法
律明白人”纳入志愿者管理体系，根据

“法律明白人”在遵纪守法、普法宣传、
业务学习、示范作用等方面的表现，对
成绩突出、广受居民好评的“法律明白
人”予以适当奖励，激发干事激情；公布

“法律明白人”的姓名、联系电话等信
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根据日常工作、
群众评议、法律测试等情况对“法律明
白人”进行综合评价，对不符合条件的
人员予以调整或解聘。

张忠发 张应亮

栖霞区司法局：“四注重”让法治乡村建设更“明白”

涟水县交通运输局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推进“不见
面”审批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打造
更优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把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以前到外省拖货，如果错过审证
时间是很麻烦的，为此还被罚过款。现
在好了，我可以在手机上申请审验，再
也不用为车辆年审多次跑路或者暂停
营运了。”在涟水行政审批中心交通窗
口，刚体验用手机办理《道路运输证》年
度审验的车主徐先生高兴地说。

7月8日上午，徐先生来到窗口咨
询道路运输证年审办理的手续，得知该
事项已经正式实行“不见面审批”，申请

人只需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完成自动
年审。在交通窗口服务人员热情手把手
的指导下，徐先生很快掌握了流程和使
用方法，享受到自动年审的便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普通货运
车辆道路运输证年审的办理，申请人需
要往返车籍地，上线检测并提交年审材
料，车籍所在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为
其办理年审并打印纸质年审标贴。徐先
生是涟水一位普通的个体货运业户，拥
有3辆货车，日常经营货物运输，车辆有
时最远行驶至宁夏、新疆等地，以往每逢
道路运输证年审，需要按要求准备相关
材料，包括车辆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检测报告等。一般办理最少需要停运

一天，因运输货物时间不定，他有时接到
短信提醒却身处外省，实在无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
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深入推进道
路运输政务服务“放管服”改革，涟水县
交通运输局组织窗口人员集中培训学
习，通过手机微信关注“江苏运政服务”
公众号，从业务办理进入普货车辆年审
界面，填写车辆信息，上传身份证及行
驶证等所需资料送审，确保所有工作人
员完整、规范、熟练掌握操作流程。在县
政务服务大厅打造多个“不见面审批
（服务）”高频应用平台的基础上，7月5
日，交通审批窗口在全市率先推出“道
路运输证”微信公众号年审服务，只需

一部手机即可自行操作，真正让车主
“零跑腿”、不见面、事照办。7月5日至9
日，已有83辆普通货运车辆业主享受
到期自动年审带来的便利。

下一步，涟水县交通运输局将坚持
把顺应人民期待、人民满意作为检验交
通运输服务和发展的唯一标准，及时总
结和完善网上年审工作实践，统筹利用
窗口资源，结合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
用”的运输服务发展模式，不断拓展交
通便民服务内涵，探索创新工作机制，
进一步扩大网上办事“不见面、零跑腿”
带来的便利，努力解决好群众的“烦心
事”，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忠成 周玲玲 张莹

涟水交通“不见面”审批添新招“零跑腿”服务再提速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盱眙
县天泉湖镇纪委紧盯政策落实、履职
担当、廉洁用权等监督重点，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出发点、
落脚点，创新开展“一线式”督导、“一
站式”服务、“节点式”监管，深入走访
辖区内各企业工厂，通过与企业负责
人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听取意
见建议，发现问题线索，并将梳理出的
问题清单反馈到镇相关职能部门，推
动整改到位。切实将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上，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真正让企业和企业家感到“问题有人
管、意见有人听”，确保全镇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

“最近企业发展运营情况如何？
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或者困难？镇里
的帮办人员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
服务过程中，有没有推诿扯皮、敷衍
塞责、吃拿卡要等不作为、乱作为现
象？”“当前我们企业确实遇到了几个
难题，一是工业用电不稳定，有时候
夜间生产出现电力不足；二是自来水
改造导致工人生活用水不方便……”
类似这样的对话，在该镇纪委工作人
员走访企业时已经很常见。

建立“一线式”督导制度。成立镇
营商环境优化服务领导小组，按照工
作职能划分，要求相关人员定期到企
业一线进行督促指导，增强企业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力促营商环境最优

化。同时，扩大营商环境监督覆盖面，
搭建邮箱、电话、微信公众号专项举
报平台，向全社会公开，畅通信访举
报绿色通道。

设置“一站式”服务窗口。在镇为
民服务中心设立全科窗口，集中受理
审批服务事项，选配优秀人员，开展

“微笑服务”。全面规范窗口单位及工
作人员的服务行为。在镇村两级服务
中心设置“政事评”系统评价牌，实行
业务办理“首问负责制”，推动“以督
优服、以责促服”，全面打通营商环境
优化“最后一公里”。

建立“节点式”监管机制。紧盯项
目签约、在建、发展3个关键节点，实行
全流程监管，督促帮办人员熟悉流程、
提升能力、强化担当。主动与重特大项
目负责人加强沟通，定期开展问卷调
查，了解服务帮办水平，对不足之处及
时进行整改。对涉企政策落实不力、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突出的，坚决严肃问责，推动改
革“红利”最大程度释放。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聚焦企业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
点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服务效能、
政策落实、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以精准有效的监督，助力政
策落地生根，以强有力的问责，倒逼
全镇党员干部严起来、干起来、实起
来，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该镇党
委书记张大虎表示。

关中锋 王磊 刘瑞涛

盱眙县天泉湖镇：

三项实招助推营商环境提档升级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泗阳
县新袁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
索，扎实工作，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真心实意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
成为民办实事的动力和成效。

把为民办实事做“严”。新袁镇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转变
作风、压实责任，把中心工作的难点
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履行好基层
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
责，让班子有凝聚力、队伍有战斗
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入群
众生活和生产现场，了解实情，倾听
民声，脚踏实地收集群众困难，瞄准
群众“急难愁盼”发力，把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里。

把为民办实事做“活”。时刻把为
民办实事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积极
主动适应新形势、运用新思维、掌握
新方法，不断突破瓶颈、推进工作。建

好管好党员服务机制，用好主题党日
有效载体，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
活，把党员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把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加强资
源整合，积极探索基层管理新模式，
发动群众参与进来，赢得群众的真心
拥护与支持。

把为民办实事做“实”。坚定理想
信念，弘扬为民情怀。班子领导主动
抓、靠前抓，一个举措一个举措抓实、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找准出发点
和落脚点，从细节小事入手，着力解
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做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足感。截至目前，全镇已累计提
档升级3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通过开展“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
动，解决群众“微实事”200余件。

甘培培 王岩 周洲
倪宇昌 周凯 胡秋莲

泗阳县新袁镇：

加强党建引领 办好民生实事

为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精气神，推进
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近期，海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积极开展

“奋进现代化，跑赢新赛程”主题实践
活动，以“三亮三比三评”为抓手，不断
规范服务行为，切实提高服务效能，为
打造“海开心”营商服务品牌助力。

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树立队
伍新形象。在服务大厅醒目位置摆放

“奋进现代化，跑赢新赛程”展板，党员
窗口设置“党员示范岗”标识，非党员
窗口设置“永远跟党走”标识，推行文
明服务、规范服务、高效服务、廉洁服
务。围绕服务群众、便民利民、提速提
效、转变作风这一主旨，所有党员统一
佩戴党员徽章上岗，亮明党员身份，公
示服务内容，晒出服务流程，亮出服务
承诺，切实方便群众办事，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与此同时，在公共服务区域设
立“红色驿站”，摆放多种红色读物，为
办事企业及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为行
政服务大厅营造红色氛围。

比努力学习、比遵纪守规、比工作
业绩，激发队伍新活力。开设专题党
课、开展党史教育讲座，集中观看《记
忆100》党史微纪录片，通过开展座谈
研讨、分享学习体会不断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效果，强化自律意识和服务意
识；严格落实每周业务学习培训，努力
提高窗口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加强制

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监督，严格规范
窗口人员的工作纪律与办理规范。结
合党员岗位工作要求、年度工作目标、
公开承诺事项等内容，对党员的业务
办理情况进行综合评比，比工作开展
成效、比创新工作方法、比践诺完成情
况，把评比结果作为评先晋级的重要
依据，激发广大党员的内生动力，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良好势头。

评党员示范岗、评服务标兵、评红
旗窗口，展现队伍新气象。开发区行政
服务中心对照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绩效
考核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每季度评
出在工作中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示范岗党员1名，
宗旨意识强、服务质量优的服务标兵2
名，事项办理规范、人员作风好、办事
效率高的红旗窗口4个，全部在大厅一
楼公示栏进行公开表彰。树立典型，鼓
励先进，充分调动窗口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增强服务意识，展示窗口形象。

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聚焦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把“三亮
三比三评”活动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永远跟党走”“学习身边榜
样”等活动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用
转化、注重实效，亮出了队伍形象，比
出了工作热情，评出了前进动力，切实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尽
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打造开
发区政务服务新标杆。

孙艳 薛峰林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亮三比三评”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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