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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袭城
冲刷不掉的感动与欣喜

6 月 21 日晚至 22 日上
午，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雨席卷
通城，市区内部分道路、小区等
被淹没，老旧小区、农贸市场集
中的和平桥街道也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积水，街道立即组织社
工、邻里骨干、物业等各方力量
开展抢险排涝工作。至 2 2 日中
午，百花苑五区、华侨花苑、万
象路市场、横河路北侧等积水
区排水完成。

抢险之中有温情
突发病情得到及时救助
和平桥街道地处主城区中

心区域，老旧小区、平房区占多
数，特别是位于西南营的老平
房区，由于地势较低，排水不
畅，夏季防涝成为了街道、社区
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凌晨 4 点，社区值班人员
发现冯旗杆巷、义巷交界处水
深达到五六十公分，立即向濠
河消防执勤大队报警，消防官
兵迅速调来两台大马力水泵
来抽除积水。奋战近 3 个小时
后，突然听到附近居民家中传
来呼救声，原来冯旗杆巷蒋伯
伯的妻子患有直肠癌在家休

养，早晨突然病发，疼痛难忍，
急需送医救治。此时蒋伯伯家
正处于积水较严重区域，雨水
已经流进屋内，虽然已经叫了
救护车，但是由于巷道狭窄、积
水太深导致车进不来、人出不
去，一家人焦急万分。了解情况
后，消防官兵涉着齐膝深的水，
用担架将病人抬上救护车，送
往医院进行抢救。由于抢救及
时，病人病情得到控制。蒋伯伯
从医院回到家时，看到仍然奋
战在抢险第一线的消防官兵激
动得连声道谢。

雨污分流显成效
老小区告别“看海”时代
“小区改造好了，再也不

用担心小区淹水了！”家住北
濠桥东村的王大妈十分感慨，
“我在这住了 1 0 年了，按照以
往的经验，只要遭遇连续降大
雨超过 5 个小时，小区必定会
积水。”北濠桥东村建于 1 9 9 6
年，不少排水管已经老化，一
些自备网管设施大多堵塞，暴
雨天气中小区经常发生内涝。
每逢暴雨，社区对辖区重点地
段进行排查和巡查，对下水道

清理障碍物，还与物业联动，
对危险区域进行有效防护，防
止居民不慎落水。尽管如此，
仍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去年积水，小区里的一位老
太太脚一滑，把脚骨摔伤，现
在都还没有完全痊 愈 。”

如今，雨污分流工程虽未
完全竣工，却经受了暴雨的
“验收”，效果好的让人称叹，
逢雨必淹的道路竟一点也没
有积水。“通过实施雨污分流，
生活废水及污水通过独立管
道进入城市污水管网，雨水则
经过路面雨水井排入河道，这
样逐一改造内涝点，小区的积
水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社
区党委书记说到。

受益于雨污分流工程的
还有百花苑三、四区，经受了
大暴雨的考验，同样没有出现
积水现象，居民纷纷赞扬“政
府又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一
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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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赴深圳、东莞专题招商
6月 15日至 16日，区委副

书记、区长陈俊率队赴深圳和东
莞，分别围绕创新金融业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开展招商恳谈会，推
介崇川投资环境，重点对接业内
龙头企业。招商局资本、振华集
团、深圳瑞兆集团、华利控股集
团、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东莞首富电子、三星视界、石龙
京瓷、国一精密机械等 90余家
企业、机构参加相关招商恳谈
会。

在深圳举办的创新金融业
招商恳谈会上，陈俊在致辞中
说，南通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基
础雄厚，南通金融业发展历史也
源远流长，清末状元 张 謇 先生曾

任 1916年 5 月成立的中国银
行业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其一
手创办的大生事务所曾一度成
为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的借贷
业务的最大客户，张 謇 先生的创
业精神也深深流淌在南通人的
血脉之中。崇川区得益于主城区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为
南通现代金融的发展营造了优
良沃土。南通交通体系发达，多
条过江通道将南通与上海、苏南
无缝对接，90 分钟可通达六座
机场，空港、海港、江港物流十分
便利。他表示，近年来南通创新
创业氛围浓厚，深通两地交流日
益频繁，众多深圳金融企业已在
崇川落地生根，并得到长久发

展。欢迎更多深圳现代金融、创
投企业到崇川考察交流，谋求合
作契机，共创双赢成果。崇川将
一如既往秉承“亲商、安商、富
商”的理念，为所有来崇川投资
兴业的企业家创造最优良的环
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深圳市南通商会袁亚康先
生表示，作为在深圳发展的崇川
人，他见证了深圳与家乡日新月
异的变化，希望崇川能够像深圳
一样，在改革浪潮中加速转型，
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南通启
瑞·基金港总经理王小明先生对
崇川金融发展情况及相关金融
载体做了详尽的推介并希望能
与在座金融业企业家共同探寻

南通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
在东莞举办的信息技术服

务业招商恳谈会上，陈俊表示，
南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总量、
财政收入在全省乃至全国均位
居前列。南通与东莞同为沿海城
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产业
合作紧密，交流往来频繁，具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崇川作为南通
的主城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
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
是在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与东
莞企业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欢
迎东莞企业家多来南通崇川参
观考察、投资兴业。崇川将以最
真诚的态度、最务实的作风、最
优惠的政策、最高效的服务企业

服务，与来崇川投资兴业的各位
企业家携手，共享合作新机遇，
续写共赢新篇章。
在深圳期间，陈俊实地考察

了招商局资本、创东方投资、吉
泰科电气、大疆无人机等企业，
并就双方的合作进行了沟通交
流。陈俊表示，创新的潜力是无
限的，欢迎相关企业到崇川来实
地考察，共同寻求合作空间。他
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入做好
前期工作，紧密对接，加快推进
双方的合作。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晓

敏，区政府办、发改委、财政局、
商务局、科技局、相关街道、园区
主要负责人等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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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崇川区合同制
管理人员招聘简章

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加强基层服务工作
力量，经批准，决定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合同制管理人
员 89 名，其中社区干部 65
名，区属事业单位协助开展
工作 的 编 外辅 助 人 员 24
名。具体招聘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品行；
2. 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

身体条件；
3. 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

（1981 年 6 月以后出生）；
4. 具备拟报考岗位所需

专业、学历及其他相关资格
条件；

5.具体招聘单位、岗位、
对象、人数、资格条件等详见
《2016 年南通市崇川区公开
招聘合同制管理人员岗位简
介表》。

二、报名方式和时间
（1）报名采用网络报名

方式进行。报名、照片上传、
资格初审和缴费确认，通过
网络同步进行。
（2）报名网址：崇川人力

资 源 网（http://www.cchr.
gov.cn/）。
（3）报名、照片上传时

间：2016年 6 月 27 日 9:00-7
月 1 日 16:00。
（4）资格初审时间：2016

年 6 月 27 日 9:00-7 月 2 日
16:00。
（5）缴费确认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9:00-7月 3日 16:00。
应聘人员网上提交报名

信息 24 小时后，可从报名网
站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初审。
通过初审后进行缴费确认
（报考人员须使用开通网上
支付功能的银行卡在网上缴
纳有关费用）。完成缴费确认
的人员，方视为报名通过。

热点聚焦
职位要求及条件请登录崇川人力资源网（www.cchr.gov.cn）进行查看。



文峰街道举办
雏鹰奖学金颁奖仪式

“墨魂琴韵”书法作品展在崇川区开展

二手车买卖未办理过户手续后
的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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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文峰街道举办
雏鹰奖学金颁奖暨校外辅导
站“优秀教员”表彰仪式。活
动现场，文峰街道与南通大
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为 10 名
积极参与校外辅导站爱心助
教，学优而家贫的同学颁发
了雏鹰奖学金，同时 10 名优
秀大学生志愿者受到表彰。

雏鹰奖学金由通大外国
语学院和文峰街道于 2009 年
设立，设立以来，已经成功举
办七届，荣誉惠及 70 名优秀
学子，奖学金发放三万余元，
爱心物品捐赠超过 10 万元，
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已达数
百人次。

多年来，街道与通大外

国语学院建立街校共建的合
作关系，双方紧紧围绕“奉
献、互助、共勉”的核心精神，
秉承“街校共建、合作共赢”
双边模式，积极构建青少年
教育工作新平台，不断拓展
青少年服务工作新思路，努
力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新氛
围。街道依托 10 个社区爱心
助教校外辅导站开展社会实
贱、志愿帮扶等系列活动，形
成了爱心辅导站、希望方舟
春蕾班等共建品牌，街道连
年获得全市大中学生志愿者
暑期三下乡优秀实践基地称
号，赢得了辖区广大家长和
群众的一致好评和广泛赞
誉。

施 瑶

案件事实：
李某有一辆二轮摩托车，多

年未按期进行年审。安徽人王某
从事废品收购生意，即想买回去
使用。当天，双方签订了一份协
议，协议约定：“今有李某出售报
废摩托车一辆，至今未年审，今
购买人承诺，该车出售之日之前
的一切费用均由收购方向有关
部门缴纳，一切均与出售方无关
无涉，特立此协议，以便双方共
同遵守执行”。

王某未去车辆管理部门办
理过户手续和年审手续，即开始
上路行驶。2014年 9月 26日 6
时 20分左右，王某驾驶该车与
瞿某驾驶的凤凰电动自行车右
后部发生碰撞，造成后乘坐王某
当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王某
承担主要责任，瞿某承担事故的
次要责任，乘坐人王某不承担事
故责任。为赔偿问题，王某的亲
属瞿某等将王某、李某告上法
院。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肇事车

辆未投保交强险，根据法律规
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由投保
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的，仍有不足，由当
事人按责任承担。本案中，被告
李某与被告王某签订的卖车协
议，虽然约定的是报废摩托车买
卖，但该车实际上并未达到报废
年限，肇事车辆的所有人虽为被
告李某，但该车的受让人及实际
控制人为被告王某，根据法律规
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方式
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
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

让人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中肇
事车辆的投保义务人为受让人
即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不承担责
任。通州法院遂作出判决：被告
王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
内赔偿原告瞿某等 152142元，
驳回原告瞿某等其他诉讼请求。

以案释法：
车辆实际支配人应承担赔

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
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
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
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根据该规定，机动车交通事
故原则上由机动车的运行支配
和运行利益的享有者承担责任，
即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只有在
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过错时，才承
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
理人的过错作了列举式的规定，
在下列四种情形下，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有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一是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
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
原因之一的；二是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
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是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
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
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
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
机动车的；四是其它应当认定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
的。
本案中，李某在出售二轮摩

托车时明确车辆至今未年审，该
车出售之日之前的一切费用均
由收购方自己承担向有关部门
缴纳，一切均与出售方无关，尽
到注意提示义务，在车辆管理上
不存在过错，因此在本案中不应
承担责任。
律师简介：
袁思平，毕业于南京大学法

学院，目前系北京市隆安（南通）
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十余年，
擅长婚姻等家事纠纷、各类商事
案件、劳动争议、各类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刑事案件等。
律师电话：13862929267
免费咨询平台：崇川公共法

律服务群 QQ：591704581

综 合

为庆祝中国第十一个“文化
遗产日”，结合“让文化遗产融
入现代生活”的活动主题，由崇
川区文化新闻出版局主办，崇
川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品位
遗韵·感知崇川”书法作品展，
将于 6 月 24 日—30 日在南通
回复文化空间开展。

经过前期广泛征稿，共收
到崇川、海门、如皋、海安等多
地 70 余名书法爱好者的百余

幅作品。通过专家统一评审，共
选出 60 幅作品予以参展。上述
这些作品中，年龄最小的作者
仅为 8岁，最长者已达 84 岁高
龄。他们在繁忙的学习、工作、
生活之余，挥洒翰墨丹青，用自
己的真实情感创作出了一批书
法精品力作，展示了作者本人
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才
华。

街邻共建结硕果
党建惠民谱新篇

6 月 18 日上午，观音山新
城二桥社区开展“街邻牵手
爱善同行”党建惠民一家亲主
题活动，展示街邻互动共建成
果，谋划街邻党建惠民新篇，
以丰硕成果向建党 95 周年献
礼。

“我们社区整合街邻便民
服务资源，推出便民 30-365
服务，为居民提供水电检修、
家电维修、水电煤代缴、电瓶
车维修、便民开锁等 30个便民
服务项目。”社区党总支书记
张玉言说。同时，社区在街坊
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便民缝
补、便民修鞋服务；在邻里设
立便民服务岗，开通便民服务
热线，积极开展代理服务、预

约服务、订制服务。至今已为
周边居民提供疏通管道、水电
检修、便民开锁、送货上门、代
理代办等便民服务共 200 多
次，深受邻里居民的欢迎 。

在“街邻牵手 爱善同行”
党建惠民一家亲主题活动现
场，与会人员首先参观建党 95
周年成果巡礼展，回顾了社区
自 2014 年 4 月街邻牵手互动
惠民活动开展以来取得的成
果；在观看以故事原型创作的
写实微电影《小街大爱》后，街
邻代表、同和街坊议事、街邻
党支部委员张璐、同心邻里党
支部书记、理事长夏锦芳上台
畅谈志愿服务感言，演绎出街
邻互助、互惠的和谐情。

王 强



文具达人郭凡芳

李 斌 吴 菊 文/摄

孝老爱亲树邻里典范
热心公益获居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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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婷 钱 慧

任港街道南通港社区有
一个既平凡又幸福的家庭。户
主叫汤树基，61 岁，党员，是
通顺邻里理事长。他一家六
口，相亲相爱、孝敬老人、礼让
邻里、热心助人，用各自的爱
心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最
美家庭。

孝老爱亲，以德治家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

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汤树基夫妻孝敬老人在左
邻右舍有口皆碑。他年迈的母

亲，数十年双目失明，虽有姐
弟妹六七个，但谁都不愿意服
侍照顾老母亲。作为大儿子汤
树基毅然挑起照顾母亲的重
任。有人说：“婆媳关系最难
处”。可妻子王爱华与婆婆关
系却十分融洽，将婆婆视如亲
生母亲，关怀备至。
汤树基母亲心脏病突发住

院急救，“谁去陪护”成了大家
发愁的问题，体温高达 39 度
的妻子主动承担了这个“任
务”，直到有一天累得晕倒在

厕所。由于妻子的悉
心照料，婆婆的心脏
指标检查很快地恢复
正常。汤树基夫妻以
实践行动为子女们做

出了“孝为先”的表率。三十多
年来，汤树基夫妻用大爱的高
尚品德，杠起家庭重担，他们
相敬如宾，尊老孝老，言传身
教，携手共创和谐幸福的家
庭，赢得人们的称道。

邻里和睦，促进和谐
邻里和睦是建立邻里良好

关系的基础。在对待邻里关系
上，汤树基总是像对待亲人一
样真诚。他视邻里的事情如自
己的事情，邻里闹纠纷，他积
极主动地调解。邻里有两个兄

弟为屋后开一条小水间而争
执不休，甚至要动手。作为邻
里理事长，他主动上门做工
作，吃了多少“闭门羹”。但他
不灰心，又登门苦口婆心地调
解，终于使兄弟俩做达成了共
识，言归于好。
他还在邻里还开展了“邻

里学、邻里情、邻里和、邻里
乐、邻里颂”等活动，营造了邻
里和谐文明的道德风尚，他用
实际行动，为创造和谐邻里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热心公益，乐于助人
汤树基夫妻十分热爱公

益事业，平时，他俩积极支持
并参与了社会公益活动。妻子
曾两次在市血库中心义务献

血；而他本人每当逢年过节总
会带着礼品慰问看望社区的
困难党员和孤寡老人。在社区
开展地捐款活动中，他们夫妻
也慷慨解囊。多次为社区身患
食道癌的许映才和肠癌的汤
宜田捐款，登门探望，嘘寒问
暖。汤树基对邻里居民就像春
天般的温暖，谁家有困难便主
动帮助解决，为居民修电灯、
装水表、疏通下水道，修理太
阳能水管，不收分文。
这一件件小事，不胜枚举，

令人起敬。三十多年如一日，
汤树基夫妻在平凡中用实际
行动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用真情真爱谱写了
一曲新时代“爱的奉献”。

郭凡芳是城东街道德
民社区的文具达人，在辖
区内有两家文具店。她
说：“我创业的第一桶金就
来自这家文具店，我会坚
定不移的在创业之路上走
下去。”

因家里孩子没人照
顾，郭凡芳从工作了 10 年
的公司辞职。07 萌生创业
想法，在社区劳动保障站
的帮助下，她成功申请到
12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在辖区里开了一家文具
店。郭凡芳说：“产品质量
够硬、服务优质使我成功
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

从那以后，郭凡芳的
文具店也算开得红红火
火，但她并没有安于现状，
而是积极捕捉商机，努力
构思未来发展计划，在五
一新村成功开设了一家分
店。对于郭凡芳来说，小
小文具利润虽不高，但多
跑一点、多吃一点辛苦，就
能得到一分收获。

“通过社区帮助，我才
有了自己的小事业，我也
想以己之力回馈社会，奉
献一份力量。”

为此，郭凡芳将文具
店的二楼整理出来，为青
少年成立了社区第一家邻
街书吧，书吧免费向社区
青少年开放，每天放学后、
周末都有不少青少年来书
吧看书。走进书吧，空间
虽然不大，三四十平方米，
但显得井井有条。几排雅
致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
摆满了各种书籍，既有经
典名著，也有学习用书，一
些时下流行的儿童漫画也
是一应俱全。书多，环境
也不错。一张长条桌，再
加上一个沙发，配以几把
椅子，为社区的孩子们营
造出了一个很是舒适的读
书环境。郭凡芳说：“我自
己有两个孩子，来我店里
的孩子们和他俩差不多
大，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爱
上阅读！”

除了长期为社区的困
难儿童提供文具外，郭凡
芳还时常为广西山区的孩
子捐赠文具。今年 3 月 5
日，三大箱文具承载着郭
凡芳的爱心，来到了广西
山区的小学，孩子们拿着
本子和笔，高兴地摸来摸
去。

她说：“我经常看到
媒体报道贫困地区的孩
子 们 上 学 条 件 挺 艰 苦
的，纸笔对他们来说都
弥足珍贵，甚至有些孩
子大冬天都在石板上写
字，对我触动挺大的。”
郭凡芳告诉记者，她也
一直想为社会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正好有这
个机会，几个同学要给
山区小学捐赠，她也购
买了一批文具一起捐给
贫困地区的小学，希望
能 对 那 些 孩 子 有 些 帮
助，也算是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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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新城桥街道朝晖社区、易家桥社区、濠景园社区联合开展“两学一做”红色教育开放互动式党课。 郭琦 摄

6月 15日，郭里园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我和党一起过生日”庆建党
95周年活动。 黄海娟 摄

6月 20日，虹桥街道虹南社区举办“巧手迎奥运”国际奥林匹克日主
题活动。 尤 炼 摄

多年来，南园社区车库管理员刘士华坚持更新板报，积极
宣传正能量，受到欢迎。 叶炳昌 摄

6月 16日，学田北苑社区关工委组织学生画出心目中的父亲，
以此感恩父爱，迎接父亲节的到来。 秦臻 摄

6月 16日，学田社区联合南通
职业大学开展了一次消防演练竞赛
活动。 朱琳 摄

6月 19日，南通市城乡建设局赠送 60个垃圾桶送到新中
社区基层一线。 单莎莎 摄

日前，观音山街道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青龙桥社区党员志愿者
们来到街道残疾人科技种植园帮助他们除草助耕。 王炎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