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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当涂县利东机械厂遗失东风日

产牌DFL7160VBNG8轿车合格证，
合格证号:WAC260200560958，发
动机号码:255550G，车架号码:LG-
BG42E04NY393915,特此声明。

当涂县利东机械厂
2022年8月30日

马鞍山市花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马鞍山市花山区于府小菜园食府:

本委受理马德松诉你单位劳动合同等争议一案(皖马(花

山)劳人仲案(2022)251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5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马鞍山市竹园路200号

花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马鞍山市花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30日

遗失声明
遗失马鞍山五色花科技有限公

司杨海法人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

马鞍山五色花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遗 失
遗失王文静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T34040298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张子福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34019941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王天翊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340501496，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徐丹丹）日前，全国首批15家美丽
中国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公布。
其中，来自我市的光大江东环保能源
（马鞍山）有限公司入选，成为全省唯
一入选该实践教学基地的单位。

根据教育部、生态环境部等多
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
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我国全面推
进“大思政课”建设，设立一批实践
教学基地，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
大课堂相结合，教育引导学生坚定

“四个自信”，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根据方案，由教育
部、生态环境部联合设立美丽中国
专题实践教学基地。

光大江东环保能源（马鞍山）有
限公司位于我市雨山区向山镇陶
村，项目占地96亩，总规模为日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1200吨，一期建设2
条日焚烧垃圾400吨焚烧线，配置1
台18兆瓦发电机组及相关处理配套
设施。二期增加1×400吨/天焚烧
线及1台9兆瓦发电机组，项目主要
服务于我市花山区、雨山区、博望区
和当涂县的生活垃圾处理。

光大江东环保能源（马鞍山）有限
公司作为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联合评定的“环保设施和城市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自
2017年投产以来持续开展公众环保
科普和教育宣导工作。基地配套设计
了形式丰富的宣教内容，包括视频短
片、全息投影、垃圾分类游戏、宣传册
等。2020年被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
评定为“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2021
年被安徽省科技厅评为“安徽省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我市一单位入选美丽中国专题实践教学基地
为全省唯一

本报讯（记者 邓婷婷 通讯员
汤文静） 8月29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我市住房
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提取时限、提取金
额、家庭使用等部分政策予以调整
优化，并取消了异地缴存职工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本人或配偶户籍
在本市的限制，将进一步推动回乡
置业和人才流动。

根据《通知》，一是调整购买新
建商品住房提取时限。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的，自购房网签备案合同生
效之日起一年内可申请提取住房公
积金一次。

二是调整购买住房提取金额。
购房提取金额不超过房价总额减去
贷款的差，即应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同时不超过提取当日个人公积金账
户余额（账户余额至少保留10元）。

三是调整在我市购房的职工家庭
使用政策。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在本
市行政区域内购房的，子女购房可申
请提取一次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在异
地购房的，未婚子女首次购房可以申
请提取一次父母的住房公积金。

四是调整异地职工在我市购房
贷款条件。在异地就业并正常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我市行政区
域内购买住房的，可向我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机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取消需本人或配偶户籍在我市

的限制，其他相关条件仍需符合我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

其中，政策调整前，缴存职工购
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以购房发票开
具日期作为公积金提取截止时限，
无论购房人何时申请提取，提取金
额不得超过购房发票开具日期之前
的个人公积金账户金额。调整后，
自购房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以内的
公积金允许提取，购房人可根据自
己和家庭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提取
时间，可提金额不超过申请提取当
日个人公积金账户金额。

《通知》还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的最大提取金额，从“已付发票金额
即已实际支付的购房款”调整至“除
住房贷款金额外，购房人已实际支
付的首付款加上尚需支付的购房
款”。购房人可根据家庭情况，在规
定金额范围内一次性全额提取账户
公积金。对在2022年9月1日之后
在本市购房的，暂取消子女购房申
请提取父母公积金“首次”和“未婚”
的两个限制，增加了对缴存职工家
庭在我市购房的支持力度。

此次政策调整，旨在充分发挥住
房公积金制度对缴存职工的住房保
障作用，进一步提高缴存职工购买自
住住房能力，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通知》自2022年9月1
日起执行，其中第三、四两条为阶段
性政策，有效期暂定一年。

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
在异地就业并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贷款不再受户籍限制

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孙园

8月30日下午，碧云天小区内，陈恩
秀正和家中亲戚围坐一桌陪着一位老人
一起搓麻将。“我还不太会，在跟老爷子
学呢。老人家就爱好这个，别看年龄大
了，上了牌桌可灵光了。”说话间，陈恩秀
有些腼腆。

陈恩秀告诉记者，老爷子已经90多
岁了，是自己表妹的公公。“表妹一家正
要移居山东，他们托我这个暑假来照顾
下老人。我和老公便一起搬到老人家
24小时贴身照顾着。等表妹在山东安
顿好了，下个月就要将老人接过去。”陈
恩秀说。

爱在人间，身边的好人数不胜数，陈
恩秀就是其中一个。每当提起陈恩秀，

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左邻右舍总是交口
称赞，她用自己的勤劳质朴、豁达乐观，
为家庭撑起一片蓝天，为邻里树立了典
范。

2010年，陈恩秀79岁的父亲突发
脑溢血，经过住院治疗，虽然保住了生
命，但手术后遗症导致其瘫痪在床。正
值那年，陈恩秀所在的马鞍山纺织厂改
制，身为家中长女的她，便选择了一次性

“买断”，主动挑起了照料植物人父亲的
重担。

每两个小时翻身一次；每三小时喂
饭或喂水一次；每隔一天把全身擦拭一
遍、洗脚并按摩一次；每天不厌其烦地给
父亲讲外面发生的新鲜事，给他读报，用
手机放音乐给他听……都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但面对日复一日地照料父亲，陈恩
秀从无怨言。除了大风、雨雪天，她都会
坚持推着轮椅带父亲看风景，希望通过
触景生情来进一步唤醒父亲的记忆。

然而，父亲的病情还未见起色，陈恩
秀年迈的母亲却于2016年也罹患老年

性痴呆，此后她便承担起同时服侍两位
患病老人的重任。就这样，陈恩秀每日
家和医院两头跑，每天变着花样为两位
老人准备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聊天，排解
父母心中的苦闷。

陈恩秀说：“只要家人能快乐幸福，
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她坚持
数十年如一日，从点滴中关爱着老人，从
琐碎中牵挂着老人，用言行感染着老人，
在困境中帮扶着老人，成为了老人的精
神支柱、物质支撑、生活挚友和坚强后
盾。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常年酗酒，
陈恩秀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更因酒精
中毒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完全丧
失了生活自理能力。2019年底，父亲终
因病不幸离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
陈恩秀干脆将母亲接至弟弟家中，全心
全意地照顾起患病母亲和患病弟弟的生
活起居。

弟弟终日郁郁寡欢，脾气也越来越
大，可作为姐姐的陈恩秀，却从未有过一

句怨言，依然笑脸相迎，甚至想办法逗弟
弟开心。为了防止弟弟发生意外，她干
脆在弟弟的房门口支起一个简易的小
床，只要弟弟一有动静，她就会立即起来
查看。

“即使偶尔外出，我也尽量选择弟弟
和母亲熟睡时，并将家里的水电气全都
关闭，才放心出门。出门后还要以最快
速度赶回来。”回忆起这些年的点点滴
滴，陈恩秀有些激动，她说自己对得起所
有人，唯独对女儿最愧疚。“女儿身体也
不好，独自在上海念大学、工作，但我因
为要照顾父母、弟弟，完全顾不上她。”

今年上半年，陈恩秀的弟弟、母亲相
继去世。在这之后，陈恩秀才得空去上
海看了一次女儿。如今的陈恩秀也已
60岁，她告诉记者，等到9月份闲下来
后，她计划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去马鞍
山街头的“好人岗”值守。“我做的这些都
微不足道，是为人子女该做的。我还要
继续发挥余热，投身公益事业。”陈恩秀
说。

孝老爱亲，汇聚爱的正能量
——记第二十四届马鞍山市“十佳道德模范”陈恩秀

本报讯（记者 刘明培 通讯员 邰伦
梅）近日，省高院发布安徽法院“江淮风
暴”执行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之夏季行动
第二批十大典型案例，马鞍山含山县人
民法院执行的胡某申请执行安徽省含山
县林头某铸件厂劳动争议一案成功入
选。含山县人民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充
分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拓展无法变
价财产处置路径，利用第三人管理财产
收益，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实现了三方
当事人互利共赢。

含山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裁
决书确认，含山县林头某铸件厂应于裁
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胡某
工伤赔偿款21万余元。裁决生效后，该
厂未履行义务，胡某于2016年5月向含

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查封了被执

行人含山县林头某铸件厂名下一处厂
房，但该厂房未办理权属登记，无法进
行价格评估。又因该厂经营不善已停
产，负责人下落不明，无法与申请执行
人胡某共同申请进行评估，导致该厂房
无法通过拍卖、变卖方式变价。2016
年8月31日，该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方式结案。2022年1月，申请执行人胡
某向执行法院反映，第三人盛某在案涉
厂房内从事生产、仓储经营活动。经核
实确认后，执行法院决定恢复执行。执
行法官经分析认为该厂房虽无法通过
拍卖、变卖方式实现变价，但厂房仍然
具有使用收益价值。2022 年 6 月 15

日，执行法院向第三人盛某送达解除其
对该厂房的占有关系，拟对该厂房进行
强制管理的通知。第三人盛某为继续
生产经营，提出先期支付该厂房一年使
用费3万元，部分清偿该厂对胡某的债
务，期满后若继续占有该厂房，则再行
支付使用费，申请执行人胡某表示同
意。执行法官结合案情，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条的规
定，认定双方的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6月29日，执行法院将盛某支付
的一年厂房使用费作为财产收益用于
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申请执行人胡某
终于拿到首笔赔偿款。

据悉，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被执

行人名下财产无法或者不宜变价的执
行困境，不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权利。
本案执行中，执行法院充分践行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
对强制管理制度具体适用程序详加规
定的情况下，将管理主体扩大为第三
人，妥善认定申请执行人和财产实际占
有人的协商方案，将无法变价的财产交
由第三人管理，用财产管理收益来清偿
被执行人债务，有效拓展了现行法律下
无法变价财产的执行路径。此举不仅
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实现
了被执行人财产的物尽其用，还避免了
因解除占有关系给实际经营者带来的
生产经营困境，实现了三方当事人互利
共赢。

省法院“江淮风暴”执行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之夏季行动典型案例公布

马鞍山法院一案例入选

8月29日，在花山区沙塘路街道
卜树集社区辖区范围内，来自新疆
和田的个体经营户艾斯凯尔·托合
提戴上红袖章，和大家一起参加社
区义务劳动，不怕脏不怕累认真清
洁社区宣传栏周边卫生、整理路边
乱停放的电动车，并在活动结束后
主动报名参加下次的义务劳动。

作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沙塘路街道卜树集社区多年来
坚守民族团结进步的初心和使命，

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这一主题，多渠道广泛宣传民族
政策法规，真情服务辖区少数民族
群众，建设“三室一站”，并为少数民
族群众提供健康体检、就业帮扶、子
女助学、关怀慰问等服务，得到了少
数民族群众的点赞。像艾斯凯尔·
托合提一样，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群众正为我市文明创建、城市建设
贡献一片爱心、一份力量。

记者 季晨辰 通讯员 苗苗 摄

助力文明创建 社区里绽放“民族团结之花”

文图/记者 刘小庆 通讯员 刘苏敏

新学期来了，全市各大院校陆续迎
来学生返校潮，为给广大返校师生营造
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确保城区交通运
输秩序持续良好，连日来，市交通执法
支队持续发力，突击高铁客运等重点区
域，严查非法营运，开展护航“开学季”
执法行动。

8月30日，是护航“开学季”执法行
动开展的第五天。当天9时30分，马
鞍山汽车客运站门前通道，市交通执法
支队的4名执法人员正在执法巡逻，现
场制止司机下车喊客行为。随后，执法
人员巡逻至东站出租车候客区重点对
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资格
证进行了检查，并仔细核对网约车司机
乘客订单。此外，执法人员还主动为学
生提供行李搬运和指路等温馨服务。

见执法人员将自己的两个大行李
箱搬到出租车上，马鞍山师专的小赵同
学竖起大拇指点赞。高峰期时，市交通
执法支队公路执法大队雨山中队中队
长周逸一天要为学生和市民搬运行李

近百件，连续值班几天，他的手臂破了
皮，留下了多条深浅不一的划痕。

“不只是搬运行李、指路、看孩子等
志愿服务，我们更多的是做好现场巡
查，打击非法营运。”据周逸介绍，为确

保城区交通运输秩序持续安全稳定，市
交通执法支队加强现场巡查管理，对马
鞍山东站、各大院校等重点区域进行全
天候巡查。其中，重点加大对马鞍山东
站上下客点、客运站出站口及各大高校

周边的巡查密度、力度，及时纠正出租
车司机拉客、喊客、拼客等违法违章行
为。同时，市交运局从系统各单位抽调
二十多名志愿者，从早8点到晚9点为
学生提供志愿服务。

根据方案，此次护航“开学季”执法
行动从8月26日持续至9月14日。行
动将持续强化对道路客运、巡游出租汽
车违规经营的整治力度，严格排查打击
非法营运行为，重点依法查处出租汽车
驾驶员异地经营、无故拒载、违规拼客、
故意绕道、中途甩客、不按计价器显示
金额收费等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学生返
校乘车安全。同时，督促出租车从业人
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擦亮城市名片。

下一步，市交通执法支队还将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出租汽车和网约车市场
突出问题，按照“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依法行政、综合治理”的原则，通过从严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行业治
理水平，增强管理能力，规范市场秩序，
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维护合法经营
者权益，努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我市开展护航“开学季”执法行动
从8月26日持续至9月14日

新学期开学在即，为消除校车安全
隐患，营造文明交通环境，8月30日，交
警楚江大队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校车
安全检查。

交警重点对校车的安全锤、灭火器
等进行检查，督促幼儿园负责人严格落
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驾驶人安全
教育，加强校车日常管理，叮嘱驾驶人
要谨慎驾驶，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保障师
生出行安全。

记者 刘小庆 通讯员 胡志斌 摄

给校车“体检”
为学生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