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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 8 月 3 日
走进省《政风热线》现场回应群众诉
求。针对节目中群众反映的问题，
当天下午，省人社厅组织成立督办
小组前往盐城市、江阴市和苏州市
吴江区进行跟踪督办。

涉嫌冒领补贴？
督办组现场打了9个电话

节目中，有知情人士举报，盐城
市生物医药技工学校涉嫌利用已经
流失、辍学学生学籍冒领国家财政
补贴的助学金。4 日上午，记者跟
随督办组和盐城市人社局有关负责
人来到该校成华校区了解情况。“报
道后，学校逐一打电话联系这批学
生，目前正在核查中，没有发现这样
的情况。”盐城市生物医药技工学校
校长陈志强说。

记者在学校提供的 2016 级在
籍学生信息表中看到，成华校区
2016 年注册入学人数为 265 人，第
二学年为 154 人，第三学年为 156
人。“因退学、转学等原因存在学籍
异动情况。”陈志强说。

盐城市人社局 8 月 1 日发来的
公函显示，今年 4 月 30 日，向盐城
市财政退还第三学年154名学生的
补贴 33.88 万元。盐城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生助学金一般是
该学年第一学期申领审核，第二学
期初正式拨款到付。

为 何 退 还 154 名 学 生 的 补 贴 ？
陈志强表示，去年这批学生中有很大
一部分未回校参加中级技工考试，按
照规定，未参加考试就不能领取毕业
证书，学生也签字承诺放弃领取，因
此学校于当年 5 月 23 日为这些学生
注销学籍。

“我们想安安稳稳办学，所以学校
决定将这笔钱退还给盐城市财政局。”
陈志强表示，学校本着对国家减免学
费政策负责的态度，在学生学籍异动
情况下，一起退还第三学年不符合领
取条件154人的补贴。

当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举报人——
此前在学校工作的蒋老师。据蒋老师
提供的一份成华校区第二学年学生学
籍信息名单，记者对比发现，与上午学
校方面提供的 154 人不同，这份名单
上只有105人的信息。

记者经过比对，找出两份名单中
存在差异信息的学生，请省人社厅督
办组工作人员现场拨打电话核实情
况。随机拨打9人电话后，6人信息显
示空号无法联系；1 名学生证实，第二
学年登记学籍信息时已不在该校就
读；1 名学生家长证实，其子女第二学
年登记学籍信息时已不在该校就读；
有 1 名学生说，确实在学校就读了两
年半。对这一情况，盐城市人社部门
表示将进一步核实有关信息。

“盐城市已成立由市人社局牵头，
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部
门组成的调查组，将对此事进行全面
彻底的调查。”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有关调查结果将由联合调查组第
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未缴社保员工受工伤，
企业全额赔付

在苏州市吴江区务工的闫女士反
映，今年 4 月她在吴江宏达线绳有限
公司发生的机械伤害事故中受伤，经
鉴定属于工伤。该公司除先前支付闫
女士部分医疗费用外，至今未进行任
何工伤赔偿。

当天下午，省人社厅督办组成员
联合吴江区人社局及盛泽镇组织人事
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与当事人
闫女士进行现场调解。

督办现场，吴江区人社局副局长钱
校良表示，他们将在9月2日为闫女士再
次安排工伤鉴定，按照工伤鉴定等级，依
法以工伤政策督促企业进行后续赔付。

按工伤保险赔付有关规定，若企
业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符合规定
的费用都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而
如果没有参保，企业则要负担员工工
伤的全部费用。目前该公司因相关问
题正处于停产状态，相关立案查处要
等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后再去进行下一
步处理。“我们后续将继续跟进。如果
企业仍没有按时参保，我们将依法立
案查处。”盛泽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金华说。

钱校良表示，吴江区人社局将按有
关法律规定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同时
根据2018年吴江区出台的《全民参保
三年行动计划》督促企业履行承诺。

举办“个人招聘会”，
为困难群众送上公益性岗位

江阴市民徐女士反映，自己因病

切除左肾及脾脏，家庭经济困难急需
工作赚钱看病，希望申请一个公益性
岗位，但社区却答复暂时没有。4 日
上午，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到江阴进
行督办。

“社区人社协理员都做了相应的
推荐工作。”江阴市人社部门负责人表
示，社区先后推荐了牛奶分发、超市收
银、外贸公司前台等岗位，但都因各种
原因，没能推荐成功。

考虑到择业就业过程中双方意向
互选这一因素，江阴市人社部门联合
当地人力资源公司为徐女士现场举行

“个人招聘会”，3 家公司招聘负责人
分别拿出岗位，现场面试。面试结束
后，徐女士与江苏万泽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达成就业意向。“我们公司初步
考虑可以录用，大概两个工作日可以
给她准确答复。”该公司人事主管曹海
燕说。

“徐女士就业意愿较强，我们也会
继续做好后续跟踪帮扶工作。”江阴市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黄丽娅
说，“江阴市人社局在提供公益性就业
岗位的过程中，加入市、镇、街道社区
的多级就业援助，就全市来看，每年推
荐就业困难人员成功就业的人数在五
六千人。”

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程珺
说，公益性岗位大多集中在三保一协
岗位，我们也希望就业困难人员能够
理解和正确对待，通过政府和个人的
共同努力，尽快实现就业。“只要不挑
不拣，7日就能上岗。”

本报记者 方思伟
本报实习生 王慧云

迅速回应群众诉求 分赴三地跟踪督办

涉嫌冒领补贴，将“一查到底”

本报讯 8 日，省生态环境厅
发布汛期全省偷排偷放典型环境违
法案件，接受社会监督。

5月7日，江阴市环境监测站对
江苏潽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西侧水沟排放水进行采样监测，
发现排放水 pH 值和化学需氧量均
超限值。5 月 20 日，无锡市江阴生
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超标排放的行为
立案调查，并依法查封了该公司手
套生产线配电柜，查封期限为 5 月
20日至6月18日。6月16日，执法

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手
套生产线仍然在进行生产，配电柜上
封条被损毁，清洗废水自生产车间西
侧水沟排入白屈港。经监测，该排放
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总氮均超限
值。经查，6 月 14 日，该公司私自损
毁封条从事生产至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依法扣
押了该公司生产配电柜。7 月 21 日，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对该公司 5 月 7 日超标排放的违
法行为处罚款 40 万元。对该公司 6

月16日超标排放违法行为，无锡市生
态环境局已立案调查。对该公司 6 月
14 日私自损毁封条的行为，已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7 月 21 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执
法人员对海安伟明纺织有限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纺织喷水织机
正在运转，并有废水产生，但产生的废
水并未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且污水处
理设施未运行，企业用水量与污水排
放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存在偷排直
排嫌疑。经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最终

在厂区一污水管网窨井内发现不明管
道，生产废水未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而
是通过该管道排入雨水管网，最终排
入夏营河。监测结果显示，排放废水
总磷浓度超过排放限值。7 月 23 日，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环境违法
行为立案调查。

7 月 10 日，扬州市广陵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对扬州市红平电器厂进行
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二楼线切割车
间沿东面、北面、南面墙脚设有连通的
切削液循环使用收集槽，槽内约有
500公斤切削液，该收集槽通过阀门连
接至东南角落水管，落水管连至一楼
排口，排口对应东侧水沟与秀清生产
河相通。经查，该单位通过此排口定期
将废切削液排放，年排放量约3吨。7
月20日，扬州市广陵生态环境局将该
单位涉嫌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
毒物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 琼）

我省发布汛期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严打“浑水摸鱼”违法偷排

本报讯 2020 长三角健康峰
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将于 9
月 26 日-28 日在南京市溧水区白
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8 日下
午，峰会相关方举行签约仪式。

本次峰会包括1场主会议、4场
分论坛、1 场中医药博览会。9 月
26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将邀请国内
外知名学者、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
的领导出席，与会代表就全面小康、
全民健康等话题进行高端对话；分

论坛将邀请院士、生物技术领域领军
者和来自抗疫一线的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全民健康话题。

中医药博览会是本次峰会的一大
亮点。博览会将全面展示江苏中医药
发展成就，共同探讨中医药民族医药
健康发展新模式，促进“中医医疗、保
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
全面协调发展,推动中医健康服务业
各领域间相互融合与跨越发展。

（潘瑞凯）

长三角健康峰会下月在溧水举办

本报讯 8 日，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与南京师范大学智库共建项目
揭牌仪式暨“家庭情境式青少年素
质养成”首场对话会在新华报业传
媒广场举行。

青少年教育智库共建项目依托
于“新华书房”，旨在以“家庭情境”
为核心切入点，推进青少年文化阅
读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
敏强介绍，该项目将全面调查、掌握
青少年群体的实际情况，邀请专家、
学者、名人以普通“父母”身份分享
教育观点，以“家庭”为单位，为青少
年提供先进文化精品。

揭牌仪式后，“家庭情境式青少年
素质养成”首场对话会举行。著名作
家赵本夫提出，家长应重视优良家风
的传承，他就经常告诫子孙“善良是立
身之本，志气是立世之本”。南京市琅
琊路小学校长戚韵东呼吁家长们从关
注孩子的短期学习成绩转移到关注长
期发展上来，建议观察孩子兴趣、发
掘他们的才能，拓宽其成长成才之
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认为，除
了适当引导外，家庭教育不宜过度干
涉孩子；家长之于孩子，主要职能是
创造空间，让孩子依从兴趣和天性自
由生长。 （冯圆芳）

新华报业与南师大智库共建项目揭牌

本报讯 一望无际的桑园郁郁
葱葱，柔嫩的桑叶、晶莹的露珠在朝
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早起的采桑
女正为“蚕宝宝”准备丰盛的“早
餐”。这是记者近日在海安周桥蚕
业农场看到的景象。

海安市近年来大力推进蚕桑产
业转型升级，通过强化基地建设、推
广先进养蚕技术、促进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等，成功打造超百亿级桑蚕
茧丝绸产业集群。作为当地茧丝绸
行业的龙头企业，海安鑫缘集团推
行“公司+基地+农户+高校院所”
的茧丝绸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 22
万户农户增收和 50 多家丝绸企业
发展。在鑫缘集团组织带动和培育
下，海安市已建立了 127 个蚕业专

业合作社、229 个蚕业家庭农场、169
个蚕业联合体农场，蚕茧总产居江苏
省第一。

海安一只茧，还飞向祖国大西南
助农脱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在海安鑫缘茧丝绸集团扶持下，桑园
种植面积达到 19.86 万亩，养蚕农户
4.7 万户以上，其中贫困户 6000 多
户，经济收入超过 10 亿元，桑蚕已成
为环江县助农增收、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近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

除了环江，鑫缘集团还与广西平
果县、德保县，安徽潜山县，江西永新
县签订了产业发展科技合作协议，建
立桑蚕茧丝生产基地。

（刘潇卉 刘 宁 丁亚鹏）

海安“一只茧”带动22万农户奔小康

本报讯 省安委会办公室 7 日
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黎巴嫩贝
鲁特重大爆炸事件和天津港“8·
12”事故等重特大事故教训，在全
省开展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专项检
查整治，并举一反三狠抓其他行业
领域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

江苏是化工大省，在危化品生
产、经营、运输等环节涉及大量危化
品储存。为此，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和单位立即开展危化品储存安
全等专项检查，检查生产、经营、运
输环节涉及危化品储存场所，重点
是港口、码头、物流仓库、化工园区
的危化品储存，危险废物贮存也在
检查之列。

通知要求把加强危化品储存安
全作为当前重点工作，组织全面排
查辖区内硝酸铵、硝基苯、铝酸铵等
爆炸性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使用情
况，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治理，并对
各地区和有关责任单位提出了具体
要求：各地区要对所有硝酸铵等爆
炸危险性物品的储存场所开展定量

风险评估，核定储存量及周边安全距
离；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有关生产、经
营企业落实储存环节降温、通风、远离
火种等措施，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
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确保有关冷
却喷淋、监测报警、消防系统等装置设
施完好有效；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部
门对有关危化品储罐区、储存仓库重
大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隐
患整改闭环；交通运输部门要对所有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库（堆）场、码
头进行排查，依法处罚安全条件不合
格、超量储存、违规混存等行为；工信、
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要组织查处非
法生产、储存、使用硝酸铵等民用爆炸
物品行为，落实销售、购买许可审批和
流向信息登记制度；生态环境部门要
开展危废安全排查，督促企业开展环
境治理设施的安全评估，严防危废超
期、超量贮存。

此次整治还将对 2017 年以来发
生的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集中
1 个月时间，逐条对照事故调查报告
提出的整改措施评估落实情况，评估
结果将向上级安委会报告并向社会
公开。通知强调，对整改措施不落
实、重大问题悬而不决、重大风险隐
患拖延不改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
究责任。

（陈月飞）

全省开展危化品储存安全等专项检查

本报讯 我省 2020 年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展开。7日晚完
成提前批次文理类及体育类本科院校
的投档工作。提前批次文科类计划
2282人，理科类5565人，体育类1855
人。提前批次文理类招生录取的院校
包括军事院校、公安政法院校（专业）、
航海院校（专业）、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计划以及其他院校。

总体来看，今年提前批次文理
类投档计划满足率以及院校投档分
数线均较高。军事院校、公安政法
院校、航海院校、地方专项计划、乡
村教师计划生源充足。提前批次缺

额院校及缺额数量较往年显著下降。
今年体育类各院校生源充足，投档计
划满足率较高。

军事院校的投档分数线普遍超出
本一线不少。理科类录取最高分为国
防科技大学其他专业本一线女生 395
分，文科类录取最高分为国防科技大学
其他专业本一线女生390分。公安政
法院校也呈现女生投档线远远高过男
生投档线的现象。文科类中，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本一线女生395分、本一线男
生385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本二线女
生 395 分、本一线男生 374 分，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本一线女生380分、本一线
男生361分。理科类中，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本一线女生 402 分、本一线男生
389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本一线女生
396分、本一线男生386分。

顶尖名校对考生的吸引力仍很
强。理科类中，最高的是北京大学420
分，比较高的还有清华大学414分、复旦
大学415分、上海交通大学410分。文
科类中，比较高的是北京大学414分、中
国人民大学407分、复旦大学408分。

地方专项计划中，理科类分数比较
高的有南京医科大学382分、苏州大学
382分、南京师范大学380分、南京邮电
大学375分，文科类分数比较高的有苏
州大学 375 分、南京师范大学 374 分。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投档线不低，尤

其是南京、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普遍
高出本一线20分至30分。

提前批次体育类本科院校投档
线，由文化分、专业分组成。省外高校
分数比较高的有北京师范大学 470
分、华东师范大学470分、北京体育大
学446分、上海体育学院444分，省内
高校分数比较高的有南京师范大学
433分、苏州大学429分。

提前本科批次文理类、体育类平
行院校志愿录取工作将分别于 8 月
10 日、13 日完成，考生可通过省教育
考试院门户网站、“江苏招生考试”微
信公众号或江苏招考 APP 及时查询
录取结果。 （王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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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 在行动

本报讯 8 日上午，全国首个
由地级市所属国有企业开发建设的
海 上 风 电 场 —— 盐 城 国 能 大 丰
H5#海上风电项目在大丰港开工，
工程总装机规模 206.4 兆瓦，建成
后预计年发电量6.1亿千瓦时。

该项目位于大丰近海海域，大
丰港水域港界外，场区中心离岸距
离约 67 公里，规划海域面积约 37.4
平方公里。风电场拟安装 32 台单
机容量为 6.45 兆瓦的风力发电机
组，计划 2021 年全部并网发电。

“H5#海上风电场采用的装备主要
来自金风科技、江苏长风、江苏天能
等本地制造企业。”盐城市国投集
团、国能公司董事长戴同彬介绍，该
项目是国内目前核准建设离岸距离
最远、大规模商业化安装大叶轮直

径风电机组的海上风电场之一 ，将创
下国内风电场建设的 3 项纪录：一是
首个海上施工现场实现无线网络全覆
盖、视频远程实时传输，二是首个实施

“一场双站”、通过三端进行高抗补偿，
三是首个创新采用储能应急电源，具
有重要的工程示范意义。

“每台风机满发每小时可发电6450
千瓦时，与同规模的火电厂相比，每年可
减少消耗标准煤约17万吨，减少排放有
害气体约47万吨、烟尘约1.7万吨。”盐
城市国能公司工程总监陈荣介绍，他们
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成本控制，先后开展
单桩及塔筒一体化设计优化、海上升压
站储能替代柴发、风机平台吊机载人等
课题研究及应用，预计实际投资37亿
元，比概算节省成本近3亿元。

（小燕 步周 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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