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冷空气将至
最低气温再触冰点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晴好，我市最低
气温回升至两位数，午后阳光下暖意融融。然而，随
着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步影响我国
大部地区，我市将于本周二迎来新一轮降温。

随着新一波冷空气南下，我市天气周一多云转
阴有小雨，周二冷空气主体抵达，为小雨转多云天
气。伴随着逐渐增大的西北风，气温也将再一次下
跌。12月1日至2日，最低气温降至0~1℃，提醒大
家注意气温变化，做好保暖措施。不过此次冷空气
强度不大，很快就会再度回温。今起三天具体天气
情况预报如下：11月29日，小雨转中雨，10~18℃；
11月30日，多云，2~12℃；12月1日，晴到多云，
0~9℃。 （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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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老板罔顾法律故意拖欠
工人工资，甚至在有关部门组织其与工人
协商时翻墙逃跑。近日，市人民法院对这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人顾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09年2月，顾某注册成立南通某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但
公司无办公地点、办公设备及固定职工。
2019年6月，顾某以公司名义与江苏某海
洋装备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然后
又以公司名义先后招收何某等数十名工
人到海洋装备公司施工作业。2019年7月
至9月，海洋装备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先后

三次向顾某注册的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
50万元，顾某收到钱款后就把钱转到其个
人的银行卡内。

2019年11月，顾某因无法按生产计
划节点正常施工，与海洋装备公司解除合
同。2019年6月至2019年11月，顾某拖
欠何某等数十名工人工资。2019年12月，
欠薪工人因多次讨薪未果而报警。顾某接
民警通知后在我市某派出所与工人协商
过程中，竟然擅自离开启东并拒接工人电
话、拉黑工人微信。经相关部门协商，海洋
装备公司先行垫付了工人约65%的工资。

2020年 4月，工人发现顾某躲在盐
城，遂约顾某至市人社局协商，未料协商
过程中顾某上演“翻墙大戏”，逃离后拒接
人社局工作人员电话。次月，市人社局向
顾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要求其在收到指令书三日内支付何

某等十余名工人工资报酬合计12.8万余
元。

因顾某逃匿在外，市人社局将改正指
令书送达其妻子朱某签收，顾某通过其妻
子得悉改正指令书内容后，仍逃匿拒不支
付工人工资报酬。2020年8月，顾某在如
东被警方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案发后，顾某由其家属代为全额支付
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上的工
人工资报酬。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顾某以逃匿的方
式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
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
应追究刑事责任。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
表现，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拖欠劳动报酬一般情况属于民事纠

纷，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可向当地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
如采用转移财产、逃匿等方式恶意欠薪，
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则属于
刑事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
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
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的顾某，在收到工程款后，恶
意欠薪，拒不向工人发放工资，经人社局
发送责令改正书后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
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通讯员 王俊博）

婚前告知身有残疾
撤销婚姻未获支持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婚
姻撤销的案件。该案中，妻子婚前已告知丈夫其身
有残疾，丈夫向法院起诉撤销婚姻未获法院支持。

去年10月，谢先生与陈女士经人介绍相识。由
于谢先生在外打工，双方主要靠微信联系，交往数
个月后，两人在今年2月办理婚姻登记。今年5月，
谢先生向法院起诉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陈女士
向法庭提供了2019年残联向其发出的残疾人证及
村委会证明，证明其残疾等级为二级。8月，谢先生
再次向法院起诉，请求宣判双方婚姻无效，原因是
其在上一次离婚官司中才知道陈女士智力残疾，属
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官释明婚姻无效情形
后，谢先生当庭变更诉请，请求撤销双方婚姻关系。

审理中，法官当庭询问谢先生本人在结婚前是
否知晓陈女士患有智力残疾，并告知其在法庭上作
虚假陈述的后果。谢先生思索再三，方才说出在结
婚前陈女士就告诉他该情况，但是当时为了结婚就
没有考虑太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陈女士智力二级残
疾，但谢先生承认其在婚前已经知晓陈女士患有重
大疾病，仍自愿与其结婚，撤销权消灭。因此，谢先
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再以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但
婚前未告知为由行使撤销权，对谢先生的请求，法
院不予支持。 （通讯员 葛燕燕）

楼板出现坠落迹象
或因承重墙被拆除

本报讯 11月23日上午，市住建局接到业主求
助，称位于市区公园南路团结新村大门南侧门面（手
工打面）二楼楼板有坠落迹象。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赶往现场，并通知属地政府南城区街道办一
起前往，通过查看初步认定可能是拆除承重墙所致。

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立即采取相关措施，组织关
联区域人员应急撤离，对该区域进行封闭并设置警
示标记，由产权人对该房屋进行安全鉴定，街道组
织专业人员对其它区域进行安全排查，并对拆改行
为拟移交城管部门进行查处。

当前，我市正开展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各区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要按照“网格化
排查、清单化管理”的要求，对全市既有建筑进行拉
网式、全覆盖排查，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在此
期间希望广大业主积极配合，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
对出现安全隐患或违规拆改等行为向属地政府、市
住建局、城管局或通过12345进行举报。

相关链接：
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人，应当合理使用房屋或者监督使用人使用房屋，
定期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做好日常维护，按照规
定实施房屋装修改造，建立完善房屋修缮记录，保
全设计施工资料等。

另外，对使用建筑幕墙或者外墙外保温系统的
房屋，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加强对建筑幕墙或
者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检查和维修、养护，发现
建筑幕墙或者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破损、脱落等安
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确保房屋
使用安全。 （季则）

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姜雨蒙
通 讯 员 汤舜尧

初冬的清晨，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
一阵冷风吹过，不禁让人瑟瑟发抖。早上6
点，天刚蒙蒙亮，90后环卫工人金海健和
茅俊杰已准时开启一天的工作。

在城市睡意朦胧中启程
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科创嘉园小区17

号楼西南侧，金海健与茅俊杰忙着清理小
区建筑垃圾池，身旁停着他们的“战
车”——一辆蓝色的建筑垃圾清运车和一
辆黄色铲车。茅俊杰灵活地控制着铲车的
机械臂，大铲子一升一降间，20余平方米
的建筑垃圾池被慢慢掏空，清运车的后车
厢也随之被逐渐填满，这里有装修废弃的
板材、敲碎的砖头以及各种建筑剩余物
料。眼看车厢已装满，金海健麻利地打开
清运车车门，一脚蹬进驾驶室，盖上车厢
盖板，启动车辆。

“一天至少清运6车建筑垃圾，最多

的时候运过十几车。”金海健告诉记者，
秋冬时节，他的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开
始，春夏则提早1个小时。转眼间，这
位出生于1990年的年轻环卫工人已在建
筑垃圾清运的岗位上工作了4年，比他
小一岁的茅俊杰则晚一年加入环卫队
伍。“羡慕同龄人可以睡懒觉，但我们要
尽量赶早，避开居民上班高峰期。”金海
健笑着说，他们的工作始于城市还未完
全苏醒之时，因此每次清运时，会格外

“轻手轻脚”些，怕扰了居民的美梦。
穿梭大街小巷看遍美丽风景

每天走遍城西片区 30多个居民小
区，将建筑垃圾全部清运完毕，做到日产
日清，这是金海健和茅俊杰共同的目标。

金海健和茅俊杰还清楚地记得三四
年前穿梭于各个老旧小区清运建筑垃圾
时的场景：随意分布的堆放点、狭窄到无
法进入小区的道路、不分类别随意堆放的
各种垃圾……但如今，这样的场景已然消
失，“这两年随着老小区改造和新小区的

建设，统一的建筑垃圾池逐步建了起来，
居民也慢慢增强了自觉分类和堆放各类
垃圾的文明意识，我们的工作做起来更加
顺畅了。”金海健和茅俊杰切身感受着城
市建筑垃圾清运规范化带来的显著变化。

“环卫工作虽然看起来又脏又累，但
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看着整洁的街道，
收获的是沿途美丽的风景。”茅俊杰说。夏
日里“清凉一杯水，关爱一座城”等志愿者
关爱活动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对
环卫工人的暖意，“人们对环卫工人越来
越尊重，这也是我们的快乐所在。”

扮靓城市的年轻力量在壮大
金海健的父母都是有着 30多年工

龄的老环卫工人，如今母亲施永娟已
经退休，父亲于前些年过世了。在金
海健的印象中，小时候家中阳台上总
会晾着一件橘色背心，那是父母的工
作服，如今自己也穿上了这件特殊的
橘色背心。

“小时候看到妈妈扫马路非常辛苦，

如今一把扫帚扫遍大街小巷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金海健坦言，现在的环卫工作已
不像父母那个年代这么脏累苦，更多的机
械化作业解放了人力，加之市民文明素养
的不断提升，也大大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工
作压力。

在我市，像金海健、茅俊杰这样年轻
的80、90后“城市美容师”共有近60人，
尽管目前在整个环卫队伍中的占比还不
是很高，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加入并成
为环卫行业“机械化时代”的主力军。他们
驾驶着抑尘车、洒水车、扫路车、桶装车、
建筑垃圾清运车……精心、精细地拂去城
市积尘，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更加
干净整洁。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参与并见
证着城市的文明发展足迹。

在我市，有近60名80、90后“城市美容师”，他们在城市睡意朦胧中
启程，穿梭在大街小巷，扮靓城市容颜——

“橙”就城市之美

为逃避讨薪竟翻墙逃跑

一老板恶意欠薪获刑

11月27日，城区儿童公园内，蓝天、碧
水、金色白杨交相辉映，如诗如画，美不胜
收。近年来，我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50%，公园绿地“十分
钟服务圈”覆盖率达98%。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摄

幸福乐园
色彩斑斓

12月1日7:30~13:00 停电范围：10kV
富安181线合作变侧至#2114129杆分段开关
间线路 停电用户：曹西村、富南村、富安村、二效
镇村、无畏村、章连村、富安村、启东市合作镇人
民政府、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启东市合作镇
人民政府、启东市多吃点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

12月1日8:15~12:15 停电范围：10kV
惠 和 161 线 #2012044 杆 支 接 线 路（#
2012044+1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
2012044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汉威村、
曙升村、3208108803987启东荣华苗木培育
专业合作社

12月1日8:00~15:30 停电范围：10kV
秦潭151线#2155025+1-11杆分路开关支
接线路，10kV久长144线#2154048-8杆分
路开关支接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月1日7:00~9:30 停电范围：10kV
鸿西145线#2129047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
2129056+14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
电用户：鸿西村、南清河村、陆家桥、农民村、启

东市泽龙机械有限公司、启东市凯皆金属制造
有限公司、路灯变

12月2日7:00~14:00 停电范围：10kV
城 北 193 线 #2054016 杆 分 段 开 关 至 #
2054030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电用户：紫薇
中路、城北配变、启东市地方海事处、启东市
科威石化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南通市启
东工商行政管理局、龚健

12月4日8:00~15:00 停电范围：10kV
东元193线海复变侧至#2103042杆分段开
关间线路 停电用户：三圩村、三恒村、中河
村、、启东市海复镇人民政府（+2103025+02
杆）、启东市海复镇人民政府（2103025+28
杆）、启东盛和服饰有限公司、启东市临海公
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通欧兴纺织品有限
公司、启东市海复镇三圩村村民委员会、启东
市海复镇三圩村村民委员会（2103037+1杆）

12月4日8:15~11:45 停电范围：10kV
镇南188线#224R086+30杆至10kV镇南万
西224R/2283联络开关间线路（#224R086+
30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港中村、三和港

12月5日8:45~16:45 停电范围：10kV
吕滨122线#2333073杆至#2333085杆间线
路（#2333073-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
（#2333073 杆、#2333085 杆跳线已断开），
10kV吕滨122线#2333073-8-21杆支接线
路（#2333073-8-21杆跳线已拆除）停电用
户：吕滨村、高林村、吕四污水处理厂、启东飞
马水产养殖厂、启东东宝食品厂、鑫垄海苔公
司、启东熊峰食品厂

12月5日8:45~16:45 停电范围：10kV
大洋123线#2334084杆分段开关至#2334152
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月6日8:30~13:00 停电范围：10kV
兴垦135线#2184165杆后段线路（#2184165
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兴垦村、启东市鼎烽
水产品冷冻有限公司、启东东晨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启东市世纪风生态有限公司、启东市黄海滩
涂开发有限公司（18个）

12月7日8:00~15:30 停电范围：20kV
创业218线滨海变侧至#226A002杆分段开
关间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月7日8:00~15:30 停电范围：20kV
坤东233线1号环网柜215开关后段线路 停
电用户：无

12月7日8:30~13:00 停电范围：10kV
步东139线#2313097杆至#2313107杆间线路
（#2313097杆、#23131107杆跳线已断开）停
电用户：步林村6#、

12月9日8:00~15:30 停电范围：20kV
通北219线7号环网柜274开关后段线路，
20kV龙豪海景湾北区1号配电室:通北221
线，20kV创业218线2号环网柜222开关后
段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月9日8:30~13:00 停电范围：10kV
连丰117线#2319021杆至#2319024杆间线
路（#2319021杆、#2319024杆跳线已断开）
停电用户：久北村、启东市第六人民医院

12月9日8:30~13:00 停电范围：10kV
南城124线惠阳变侧至#2291017杆分段开
关间线路 停电用户：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南通启东石油分公司、江苏南通二
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宏达高压油泵制造有

限公司、江海南路
12月9日8:30~13:00 停电范围：10kV

安良138线#2312164杆至#2312170杆间线
路（#2312164杆、#2312170杆跳线已断开）
停电用户：聚中村、供电所公用、泵站（#165+
3-2）、泵站（#165+17）

12 月 10 日 8:00~15:30 停电范围：
20kV东方221线#2261046+1-14杆分路开
关支接线路，20kV龙豪海景湾北区1号配电
室:东方211线，20kV坤东233线6号环网柜
262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无

12 月 10 日 8:30~13:00 停电范围：
10kV 王 乡 115 线 #2172632 杆 至 #
2172632-10杆分段开关间线路（#2172632
杆、#2172632-10杆跳线已断开）停电用户：
洪桥村、王鲍市场公用、江苏唐成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华豪巨科技

12 月 10 日 7:00~17:00 停电范围：
10kV雅宏Ⅰ线2号环网柜122开关后段线
路，10kV雅宏Ⅱ线2号环网柜122开关后段
线路 停电用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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