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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晚报》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凯旋花园5/5楼中楼 90m2/133m2 设施齐全 濠华装璜 南汽车库26m2 280万
将军园2／7 2／1 68.33m2 中装 费用各付 有钥匙 95.8万
万象北园4／7 2／1 70m2 厨房可吃饭 另有电脑房 新精装 98万
将军园4/6 1/1. 51.06m2 精装 68万
新城小区2/电 3/阳 151.6m2精装 车库11.6m2 车位 490万
晨苑4/4 楼中楼 82/117m2精装 有大平台 南车库23m2有停车位 218万
新建同业楼1/车 3/阳 124m2 精装 南汽车库38m2 启秀学区 215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健康公寓（二附、启秀学区）4/6 3/阳光厅 140m2+17m2 (车库)装潢 428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4/6 3/1 103m2 +8m2(车库)装潢 288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纯底楼 3/2 107m2简装 310万（净）
星光域 13/电 3/阳光厅 96m2+储藏室+车位 新坯房 255万
新海通花园（城中、三中学区）4/6 2/1 71m2 装潢（空学位） 219.8万
森大蒂（城中三中学区） 2/6 2/1 78m2+8m2 (车库)简装 258万
金石大酒店公寓楼 2X/电 1/1 68m2 豪装 拎包入住 88万
健康公寓车库 31.3m2 26.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862700643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天安花园 4/6 三室阳光厅 135m2 地下车库18m2豪装 景观房 空学位 358万
天安花园 2/5 三室阳光厅 134m2毛坯 景观房 阳光充足 368万
景华城 17/32三室阳光厅 149.27m2毛坯 汽车库20m2另算18万 268万
华雅苑 5/6 二室二厅 100m2南车库20m2 豪装 178万
中南世纪花城 31/32三室阳光厅 135.35m2车位1个 精装 360万
中南世纪花城 9/30 三室阳光厅 138.8m2豪装 景观房 汽车位1个 365万
第九园大平层 9/11 五室阳光厅 244m2毛坯（门对门有两套） 285万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62-副2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香溢紫郡2/电 96m2 2-2 毛坯 149.9净
新桃园6/6 50/79.5m2中装修 启秀房 149万净
朱家园2/6 91 3-1 精装 空学位 188万
新建路新村2/4 3-1 74m2+15m2 小车库118万净
外滩小区2/车 114m2 3-1 车10m2 中装 154.8万
新建路新村5/5 52m2 2-1 简装 81.8万
虹桥南村6/6 63/63m2 楼上自建 简装 70万净

吴中豪景华庭5/电4室2厅2卫142m2 豪装含车位 329万
华强城1号楼4/电4室2厅2卫143m2 毛坯含车位 330万
星光域1楼4室139m2 毛坯有小花园【阳光好】含车位 316万净
北园新村2/6层3室2厅1卫114m2 精装车库14m2 215万
城南新村2/6层2室一厅64m2 新精装有大平台 118万
郭里园5/6层3室南L厅121m2 装潢车库8m2 三中学区房175万
万濠世家底层108m2 南北通透装潢有个税 185万净
凯旋花园8/电3室2厅2卫130m2 精装车库13m2 220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中天福邸3幢103号
18962871416 17805058509

银花苑稀缺户型 四房朝南 满五唯一 价格美丽
二附 启秀学区 白家园 5楼 2-1-1 68m2 精装修 233万
降价新海通花园133m2+25m2车库河边第一排 365万净得
青年路 办公装修 6/6 918m2 400万
星光域洋房 底楼带院子 175m2 490万 含俩车位
东郊庄园联排别墅 1/3层 312m2 448.8万
尚东国际商务中心 前面是广场 无遮挡房产证面积252m2现浇了两层，大概400m2 仅售225万
如东小洋楼 三楼 2-2-1 90m2 26万 毛坯

光明东村2/车 3－2 119m2 车7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86万
光明南村5/6 2－1 65m2 装修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118.8（净）
光明西村5/6 3－1 84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17万
江东广场4/车 3－1 90m2车18（南）启秀空学位 165.8万
城南新村5/6 2－1 62m2 装修 83万
中南世经城9/电 2－1 108m2 简装 一附一中空学位 258万
文峰新村2/6 3－1 89m2 城中启秀双学区 230（净）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润友大厦16/18楼 建180m2中装 438万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森大蒂4/车库建132.85m2+16m2车库豪装 36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路17号5/5楼 上40m2/下78m2 简装合用车库 235万
新桃园纯底层稀缺房源 阳光很好建121m2精装很清爽 230万
和谐汇景新苑2/11楼 建145m2+朝阳30m2车库毛坯 195万净
外滩花苑6/16楼 建114m2+13m2车库毛坯 192万
锦安花园中高层/9楼 建90m2+10m2车库毛坯 178万

“货船在如皋市焦港闸被困
一个多星期走不了，送往靖江的
钢材送不出，船又回不了海安。
眼看春节将至，我心里急啊！”昨
天上午，海安船主王杰向南通报
业传媒集团85110110民生热线
紧急求助。记者当日下午从焦港
闸负责人处了解到：受泰州沉船
事件影响，从长江进入内河的船
舶陡增，闸管人员正在24小时加
班加点排堵。

向本报求助的船主、今年33
岁的王杰，是海安市海安镇人，
长年在长江和内河河道从事货运
业务。

“我家货船船号是‘苏通达机
9898’，520 吨马力，载货量为
1000吨，”王杰告诉记者，“我和
家人一年四季都驾船在外面跑。
这一回，从盐城大丰装了一船钢

材送货到江阴，不料，被拦在焦港
闸，只放船进不放船出，已经有一
个多星期时间了。眼看春节在
即，船上没水没电了，货送不出、
人又回不了家，真是急死人。”

昨天下午，记者带着心中的
疑问，采访了焦港闸闸管人员。

“王杰的心情，将心比心，我
们非常理解。”南通市港航事业发
展中心焦港运行中心主任葛海
燕对记者解释，“发生这起事件
的原因，是因为泰州引江河船闸
附近沉没了两艘船，造成航道被
堵，从长江进入内河的船舶特别
是货船不能正常通过。于是，原
本从泰州引江河船闸通过的船
只不得不转港从焦港闸通行。
这样一来，焦港闸通行船舶数量
剧增，远远超过通航设计能力。
为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通行无虞，

焦港闸联合如皋和靖江海事部门，
全员加班加点，24小时对下游船舶
进行严格管控，根据长江潮汐和航
道交通秩序和现场实际情况，采取
科学严谨的分流方式疏导放行，防
范安全事故发生，同时，确保船民
走好走了。”

葛海燕同时告诉记者，焦港闸
是连申线的建在三级航通上的一个
长江口门船闸，单艘船只通行能力
通常情况下是1000吨级；焦港船闸
长度为230米、宽度为23米，2008
年开工建设，2010 年竣工验收，
2011年正式开闸通航。

“外人并不了解的是，自从
2016年开始，焦港闸的船舶通过量
逐年猛增。目前，正常每天的船舶
通行量是11万吨到14万吨、300多
艘。”葛海燕如是说。

本报记者周朝晖

春节在即，货船被困焦港闸
闸管人员24小时加班加点排堵

▶焦港闸内的船舶正在等待
船闸管理人员调度放行。

记者周朝晖

晚报讯 1 月 15日本报热
线版刊发的《压路机占道数月无
人过问》一文已有进展——经交
警部门协调，这台苦寻无主的压
路机“老赖”终于在稿件刊发当天
被移走，驾车途经此处再也不用
因压路机遮挡视线而闹心了。

当天下午3点，天空下起了
小雨。市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和
大成汽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
现场，着手移运工作。一开始，工
作人员试图启动压路机，但发现
压路机电瓶亏电无法启动。后经
吊车搭电，压路机依然无法正常
启动，由警车护卫将压路机驶离

的移运方案不得不宣告失败。
随后，工作人员调来卡车，将这
台重6吨的压路机“老赖”吊装
上车，运往交警支队执法停车
场。至此，这起折腾了“12345”
半个多月的市民疑难诉求终获
完美解决。

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杨磊告诉记者，压路机这类机械
装备通常在特定施工区域停放或
作业，它不同于其他机动车辆，无
法通过号牌查找机主相关信息，

“虽然‘12345’并没有给我们派
单，但不管怎么说，得知路面存有
交通安全隐患，我们必须积极采

取行动加以消除。”他说，类似不当
停放，一旦引发事故，机（车）主是要
负相应法律责任的。建议相关部门
从源头上加大管理力度，比如将喷
涂公司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列为
此类机械设备进场施工的硬性要
求，避免类似“苦寻无主”的尴尬。

当晚，记者致电举报人吴先生，
向其通报相关情况。“谢谢，谢谢！
我刚刚开车路过，已经注意到了，没
想到解决得这么快！”当得知还在寻
找压路机主人后，吴先生对交警部
门急群众所急、主动担当作为的做
法表示赞赏。

记者江建华

晚报讯 罔顾患者生命健康安
全，拿假药冒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的“救命药”，通过微信发展下线销
售给全国各地2000余人。3家连锁
药企、42名被告人除承担刑责外，还
被判三倍惩罚性赔偿。昨天上午，海
安市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2019年度
十大典型案例。该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入选其中。

被告朱某某明知涉案“波立
维”“立普妥”等9种药品系假药，仍
大量购入，并组织吴某某等人通过

层层发展下线的方式在全国多地通过
微信销售牟利，造成假药在全国多地
扩散，被害人达2000余人。海安法院
经审理认定朱某某等42人及3家单
位的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其中，朱某
某销售假药80余万元，数额巨大，判
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81万元。
法院同时判令朱某某等在全国发行的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发出消费警示，
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共计238万元。

记者王玮丽 通讯员花卉

晚报讯 前天上午，女子小顾
和家人来到港闸区唐闸派出所，向
民警张拓天送上鲜花和锦旗，当面
致谢。

12 日上午 8 时 40 分，距离
2020年度港闸区冬季教师招聘考
试开考仅剩20分钟，考生小顾突然
发现自己将身份证忘在了家中，而
考点离家有20多分钟的路程，这可
把小顾急坏了。她和送考家属看到
考点大门处执勤的一位青年民警，

急忙求助，后者立即向派出所领导报
告，联系派出所做好出具身份证明相
关材料的准备工作，随后驾驶警车带
着小顾和家人火速赶至唐闸派出
所。通过公安机关相关系统查询并
核对身份信息，派出所为小顾出具了
临时身份证明材料。民警又马不停
蹄地驾驶警车将小顾送至考场，当时
的时间为上午8时58分，前后仅用时
18分钟。

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雪菲

晚报讯 启东一辱骂威胁医
务人员、严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
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
处罚。

1月9日下午一点半左右，启东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55床患者的
家属向护士站反映，患者出现咳嗽
状况。当班护士便和医生一同赶到
病房。医生经仔细检查发现，患者
是因中风丧失吞咽功能引发的呛
咳。了解到患者已多日未进食，医
生建议给患者插胃管以进行营养支
持，避免咳嗽。不料，患者家属当场
情绪十分激动，言辞相当激烈，声称

“插胃管要弄死我爸，你们都不得好
死，我有刀就弄死你。”

为避免矛盾激化，不影响病房

秩序，当班医生转身离开病房，但患者
家属金某不依不饶，一直尾随医生加
以言语辱骂，并阻挠医生正常诊疗。
医生请他到医生办公室进行沟通，金
某冲动地指着医生责问，“你想怎么
着？”过后医生再次提议去办公室，金
某还是加以言语威胁。医生无奈选择
报警。

汇龙镇中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
即赶到现场，对医患当事双方及现场
其他人员进行调查，并调取了现场监
控录像。

启东警方认为，金某以言语威胁
他人人身安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给予金某3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通讯员鲍欣欣 周凡 记者黄海压路机“老赖”终于被移走

海安法院公布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微信销售假药被判三倍惩罚性赔偿案入选

男子辱骂威胁医务人员
被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女子考前忘记带身份证
民警18分钟办妥临时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