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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规定查验“淮上通”

45 人被处罚
本报讯 按照疫情防控的需要，在
具，以及进出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区域
淮安进出居民小区、医院、商场超市、 的 ，稳 步 有 序 落 实 出 入 扫 码 查 验 措
景区等，都需要落实出入查验淮上通
施。近日，淮安警方组织开展了“淮上
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却
通”电子通行证查验专项检查工作，先
有人嫌麻烦，不愿意认真落实。3 月
后检查居民小区、医院、商场超市、景
25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目前全市
区等 735 家单位场所。
已经有 45 人因此受到了治安处罚。
“对进出人员没有查验淮上通，属
根据淮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于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
室《关于全面推行“淮上通”电子通行
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市公安局
证的通告》要求，3 月 16 日起，对进出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行为，违反了
居民小区、村居、学校、机关、企事业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位、农贸市场、劳务市场、大型商场、超
五十条，
会被处 200 元罚款。
市、餐饮门店、医院、药店和公交、机
对此，警方提醒，
疫情防控期间，
凡
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
进出公共场所以及准予复工的商贸服

相关新闻

务企业的人员，应当主动扫描、使用淮
上通电子通行证，配合工作人员查验。
相关工作人员要落实好查验的责任，
对
没有扫描使用淮上通电子通行证，
或者
拒不配合查验并测量体温的，
工作人员
可依照相关规定拒绝其进入。同时，
在
申领淮上通电子通行证时，
一定要如实
填写个人信息，对弄虚作假、隐瞒实情
等行为，将纳入个人诚信管理，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通讯员 沈爱华 贾让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一段
“淮上通”
顺口溜 九成居民
“买账”

本报讯“拥有淮上通，万事好成
功；没有淮上通，路路都不通！坐公
交、进超市商场还有去药店买药，都
得用淮上通啊。”24 日下午，在清江
浦区书香华庭小区北门，保安师傅周
书金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耐心解
释说。之前，老人不肯注册淮上通，
说自己“用不上”。听了老周这番顺
口溜，老人便拿出手机，请保安师傅

指导自己注册。
“这顺口溜是我们社区的刘书记
编的，我们十几个保安都会背，用来
劝人还挺管用。
”
周书金说。
记者在日月星辰社区下辖的两
个小区了解到，自从淮上通开通注册
以后，个别居民嫌麻烦不想注册，
“保
安师傅一不留神，他们就从大门口溜
进去了。”社区书记刘建山说，后来自

己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通俗易懂的顺
口溜，教给各保安师傅。
“淮上通不单只是进出小区的凭
证，它是政府信息化管理的一种有效
手段，我们每个居民都应该积极配
合。”刘建山说，在全社区工作人员和
保安师傅的全力推进下，目前该社区
已 经 有 约 90% 的 居 民 注 册 了 淮 上
通。
■融媒体记者 潘晓晔

清浦开明中学：

守护身心健康 期待重聚校园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明确了开学
“时间表”，但线上“停课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仍在有序推进。清浦开明中学充
分发挥网络优势，一方面组织全体学生
认真上好网课；另一方面向全校师生及
家长开展疫情心理防护指导工作，持续
打好抗击疫情心理攻坚战，确保学生以
健康的身心状态，重聚美丽的校园。

励学生编写手抄报，通过亲自写一写、 上平台加强心理辅导外，该校体育学科
画一画、说一说，让学生们用文字、图
组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录制室内运动视
画、画报、视频等形式为共同抗疫加油， 频课，动作包含上肢、腰腹、下肢等全身
表达对“逆行者”的赞美。学生们用简
力量的练习。在体育组沈倩老师的技
明的阐述普及对冠状病毒的认识，用形
术支持下，方晶老师还示范并制作了融
象的描绘展现对战胜疫情的决心，用质
合了中医养生导引术、健身气功《五禽
朴的语言抒发对身边英雄的深情，用多
戏》、瑜伽、陆上游泳等多种运动形式的
样的方式述说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趣味核心练习》。方晶老师、方一诺同
面对疫情，音乐组教师郭涛参与创
学共同完成的《有滋有味“宅”生活：双
◎疫情：
成师生共同的实践课
作 并 完 成 了 2020 抗 击 疫 情 公 益 歌 曲
人体能训练操》短视频作品登上了“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清浦开明中
《大爱中华》MV 的录制剪辑等工作。 习强国”平台，方晶老师夫妇居家备课、
学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鼓励和指导学生
歌曲描绘出各地支援的医疗队伍奔赴
线上教学的图片登上了《人民日报》
（海
开展了一系列线上“疫情实践课”。
“学
武汉的场景，展现了可敬可爱的白衣天
外版）……
习本来就不应止于教学课本上的内容，
使“最美逆行者”的身影，表达了华夏儿
在这场与病毒的战役中，清浦开明
师生都可在疫情中学习和实践健康教
女对武汉，
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中学还主动与湖北省黄石阳新县枫林
育内容，亦可从疫情中学会思考、学会
镇初级中学结对，两校学生彼此推荐好
◎守护：
让“宅”生活健康美好
敬畏、学会尊重。
”
该校陈宁清校长说。
书、隔空比心、学唱同一首歌曲，线上参
该校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防疫知识
“宅”在家中，体育锻炼不能停歇！
加彼此的主题教育活动，积极为爱发
网络竞答等活动，助力“抗击疫情”；鼓
线上课堂开始后，除了心理教师通过线
声。
■融媒体记者 姜晴

患病老人家楼梯太陡
消防员倒背下楼送医
本报讯 3 月 23 日，洪泽区
一卧床的 76 岁患病老人，因疼
痛 加 剧 难 忍 ，急 需 送 医 院 治
疗。但老人所住房间楼梯陡
直，家属无法将她送下楼，无奈
只得求助消防部门。最后，消
防员将老人背下楼送往医院。
当日上午 11 时许，黎城消
防救援站接到家住洪泽区东风
路的一名老人家属求助。原
来，老人患癌症晚期，四肢无
力。3 月初出院后，一直在家
卧床休养。但近期病情反复，
当天老人感到身体疼痛加剧，
需要到医院治疗。上午，家属

为老人办理了住院手续，但由
于家中楼梯太陡，无法使用担
架将老人送下楼。
消防员到达现场看到，老
人居住在二楼，通往楼下的铁
质楼梯近乎垂直。经过研究，
最后由一名消防指战员将老人
背起，另一名消防员在后面保
护，缓缓地倒着走下楼梯，然后
用轮椅将老人送往医院。
“太谢谢你们了！”消防员
的行为赢得了家属和邻居的鼓
掌感谢。
通讯员 沈忱
■融媒体记者 刘权

市水政监察支队进湖区
开展水法规宣传活动
“中国水周”到来之际，3
月 24 日，市水政支队组织洪泽
区、淮阴区水政大队赴洪泽湖
开展水法规宣传活动。
执法人员深入湖区、码头、
船闸以及洪泽城区集贸市场进
行宣讲，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挂
图、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面对
面讲解湖泊保护的重要性、必
要性，对过往船只重点宣传非

法采砂、运砂的法律法规，对湖
区居民、渔民重点宣传非法圈
圩、非法捕鱼的政策法规，倡导
大家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
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母亲
湖。整个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 100 余本、面对面讲解 20
余人次，悬挂横幅 2 条，收到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曹康吉）

京杭运河江苏省船闸应急保障中心
获得液压泵站外观设计专利
近日，京杭运河江苏省船
闸应急保障中心收到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液压泵站外观
设计专利证书》，技术创新工作
取得新成效。
据悉，此专利已在淮阴、淮
安、泗阳、解台二号船闸投入使
用。新设计的泵站及管路具有
安装牢固、布局紧凑、性能稳
定、维修便捷、故障率低等特
点。该专利适用于大多数内河

的大型人字门船闸，投入使用
以后降低了总体设备故障率，
提高了船闸的通航效率。且液
压泵站自身使用寿命得到提
升，每年可为船闸管理所节省
近万元设备维修成本。
截至目前，保障中心共获
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1 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6 项，QC 创新
成果 20 多项，持续增强应急保
障核心竞争力。 （陈慧 王珊）

这样的合同不能签

淮阴区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刘刚

承办检察官在此提醒，这种关于债务人基于
债权直接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约定是法律所禁止
的，在遭遇借贷纠纷时，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手段维
护自身的权益，切勿耍小聪明，钻法律漏洞。

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李成文(化名)选择
将公司交给其他合伙人，近几年房地产市场
好转，李成文想回来重整公司，却发现自己
的权宜之计遏住了公司发展的“咽喉”，近
日，束手无策的李成文来到了淮阴区检察院
请求帮助。
“这份购房合同不是真的，只是我们公
司向他们借款，用房子来做抵押担保，如果
不 拿 房 子 作 担 保 ，他 们 不 肯 借 钱 给 我 们
……”交谈中，李成文对当初的一番操作悔
恨不已。
2012 年，李成文作为一家置业公司的
负责人，因为资金周转向朱某借贷，朱某答
应借贷的同时，提出让李成文用置业公司开
发的三套房屋作抵押，同时还要求签订此三
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具不动产统一
发票，李成文为了借到钱，只好同意了朱某
的条件。

李成文外出后，2013 年朱某向淮阴区
法院起诉请求追究置业公司的违约责任，请
求其交付房屋并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但是
朱某向法院隐匿了借贷的事实，法院最终支
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承办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该置业公司
在对外借贷过程中发生过很多起这样的例
子，
“ 操作手法”都是一样的，用正在开发的
商品房为民间借贷做抵押，但按照法律规
定，尚未竣工的商品房不能做抵押，所以又
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给民间借
贷行为披上了一层
“合法”
的外衣。
通过调阅置业公司的账目,承办检察官
很快找到了破绽，账目中并未查到有相应的
购房款的汇入记录，这成为启动检察监督程
序的关键证据。
“我没想到他们真的拿着商品房合同到
法院起诉我，要求交付房屋，我因为当时在

外地没办法回来参加诉讼，但是公司的其他
合伙人也都知道这些事的，我那么相信他
们，哎！……”
李成文不停向检察官诉苦。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朱某故意隐瞒了欠
条的存在，只是向法院提交了购房合同，隐
瞒借贷的事实，又因为李成文无法参与诉
讼，导致了该起虚假诉讼案件的发生。
针对该案中存在的虚假诉讼情形，淮阴
区检察院依法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再审
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意见，依法撤销了原判
决，驳回了朱某的诉讼请求。
（赵承斌 韩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