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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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港新村3/3 1/1 31.5m2 中装 启秀学区 实价 75万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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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大蒂（城中三中学区） 2/6 2/1 78m2+8m2 (车库)简装 26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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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学区房） 5/6 3/阳光厅 129m2 +58m2车库 398万
星光域 13/电 3/阳光厅 96m2+储藏室+车位 新坯房 255万
城山隐洋楼 3/6 2/阳光厅 100m2 有车位 新坯房 338万
永兴花苑 1/车库 3/1 91m2+10m2车库 1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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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47.8m2 带地下 毛坯 有电梯 799万
第九园大平层 9/11 五室阳光厅 244m2毛坯（门对门有两套） 2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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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万
南方公寓 8/15 三室二厅 148m2汽车位1个 豪装 三中空学位 242万
江景苑 2/18 二室一厅 88m2车库17m2精装 188万
中南世纪花城 13/30二室二厅 117m2豪装 景观房 二期 275万
华雅苑 5/6 二室二厅 100m2南车库20m2 豪装 17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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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南村5/6 2－1 65m2 装修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120（净）
江东广场3/车 2－1 78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40（净）
裕丰大厦 复式楼 252m2 毛坯 1000万
中南世纪城 2－1 108m2 简装 一附一中学区 258万
城南新村5/6 2－1 62m2 中装 82.8万
虹桥南村3/6 1－1 45m2 精装 52.8万
濠河经典苑7/电 2－1 115m2 精装 启秀学区 35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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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南园路2/5楼 建66.5m2简装空学位 208.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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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泽苑29/32楼 建86m2毛坯靠海港河位置好 户型好三中学区房 140万

晚报讯 3日晚，市教育局通过官方微
信公众号，转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制定的《中
小学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指引》，从开学前准
备工作、中小学错峰开学和开学后防控措
施三个方面，就下一阶段春季开学工作作
出要求。

《工作指引》要求各地中小学（含中职学
校、特教学校、幼儿园），要不断完善学校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开学预案，制定学
校疫情防控各项制度，把学校联防联控的工
作要求细化到每一个教育教学环节、落实到
每一名师生员工，坚决防止疫情向校园输入
扩散。各地各校在开学前要严格落实校园封
闭管理“五个一律”：即除应急值班值守人员，
其他无关人员一律禁止进入校园；学生没有
经过批准一律不得提前返校；确因防控工作
需要进入校园的，一律进行实名登记，接受体
温检测，履行报批手续，控制时间、范围、地点
等；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室
内场馆一律关闭；学校所有场所设施一律暂
停向社会开放。

各校具体开学时间须经过严格的评估审
核和规定的报批程序确定。统筹做好区域内

所有中小学的开学工作，坚持错区域、错学
段、错时间分批有序安排开学，原则上同一县
（市）区所有中小学在2周内完成返校开学工
作。

各地各校开学后要落实晨午检制度、科学
组织教学，在校内实施定期消毒。开学后在校
内如发现有疑似新冠肺炎早期症状（如发热、
乏力、干咳、腹泻等）和异常情况的，须第一时
间送医、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隔离。

各校实行错时分批次上下学（一般可按
半小时/批），避免家长在同一时段接送孩子
上下学造成人群集聚。提供住宿的中小学要
根据学生返校距离远近实行“一生一案”。

鼓励条件允许的学生中午回家吃饭，在
校用餐的学生应采取食堂送餐、统一配餐、
预约用餐、错峰用餐等方式，尽量避免集中
就餐。

疫情结束前，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尽量走
读，努力减少宿舍人员聚集。幼儿园午休前
后要加强床位消毒。学生公寓封闭管理，学
校实行24小时校领导带班值班值守，确保每
夜有1名校医、每个宿舍楼有1名值班人员在
岗在班。

记者沈樑

市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指引》

各校实行错时分批次上下学

晚报讯 “今天空气质量怎么样？适不适
合户外活动？”关注空气质量已经成了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但市民们常常不解，有时明明
室外阳光明媚、微风拂面，怎么偏偏是“轻度污
染”天气？这其中，主要超标的污染物就是臭
氧。近年来，臭氧总是在每年夏季“定期”取代
细颗粒物（PM2.5）成为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

“第一元凶”。它究竟从哪里来？昨天，市生态
环境局发布的我市首份VOCs（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源解析报告给出了答案：臭氧污染的主要
前体物是VOCs和氮氧化物。我市目前臭氧
污染属于VOCs主导型。喷漆、涂装、化工等
行业使用的溶剂排放出的芳香烃等VOCs活
性物质，与臭氧污染有较大相关性，交通源和城
市生活面源对城区臭氧污染也有一定贡献。

近年数据显示，我市空气质量的6个指标
（SO2、NO2、PM10、PM2.5、CO、O3）中，除了
臭氧（O3）“拖后腿”外，其余5个指标均呈逐步
下降趋势。去年，我市收获295个蓝天，全省
最多，但在超标的70天中，臭氧超标天数达到
了34天，是影响我市优良天数的“罪魁祸
首”。比起PM2.5，臭氧污染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危害却更大，在高温直射的午后，臭氧浓
度高时会造成人呼吸系统、心血管损伤等。

臭氧污染并非我市“特产”，而是成为影
响长三角乃至全国夏秋季空气质量的关键因
素，这种“困局”下如何“破题”？市生态环境

局在2018年9月启动了全市VOCs排放源
解析工作，调阅4年大气数据，委托第三方机
构进行了为期1年多的监测、采样，最终完成
报告，报告从研究目的与背景、VOCs监测与
分析过程、研究成果和VOCs管控建议4个
方面对我市VOCs源解析成果作了简介，分
析了近年臭氧污染的变化趋势和主要规律。

“每年4月至9月，是南通臭氧浓度较高
的时段，峰值一般出现在日间14时前后。”市
生态环境局大气处负责人戴威威说。根据我
市VOCs源解析结果，工业排放占比最高
（28.4%），其次是机动车尾气（21.8%）、溶剂
使用源（20.1%）以及燃烧源（工业燃烧和民
用燃烧），油气挥发占比相对较低。但是从臭
氧生成潜力来分析，主要来自各类溶剂使用
源的芳香烃物质对臭氧的贡献最大，占比达到
了45.9%，其次是机动车尾气，占比28.1%。
戴威威解释，随着气温升高、光照加强、生产进
入旺季，我市船舶、集装箱、钢结构、家具、橡胶
与塑料、化工企业等行业排放的VOCs增多，
机动车尾气也更易在光化学催化下产生二次
反应，本地和周边区域的共同影响加快了臭氧
生成的速率。因此，工业排放（含溶剂使用）和
移动源成为需要关注的重点排放源，只有相关
污染治理措施逐步到位、加以适当管控，
VOCs排放量才能持续削减、臭氧污染才有可
能得到改善。 记者彭军君

臭氧成为南通空气污染“元凶”
我市首份VOCs排放源解析报告“揭秘”其来源

晚报讯 “南通公安”微信公众号昨天发
布消息，根据全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
的工作要求，切实回应广大市民关于电子健
康通行证“易来通”的意见和建议，“易来通”
开发部门通过完善功能、简化模块、强化应
用，推出升级版——“易来通”健康码。

“易来通”健康码将在南通地区统一版
本、全市推广，解决群众关心的各县（市）区之

间互认互通的问题。为了确保安全稳定、操
作性强，今天开始，“易来通”健康码在南通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行试用，并在迅速完善后
立即于全市推广应用。

记者了解到，已经注册过电子健康通行
证“易来通”的用户，无需重新注册，只要登录
即可自动生成“易来通”健康码。“易来通”健
康码采用红、黄、绿三色分类，并实施分级管
控、动态调整。 记者张亮

又 到 春 暖 花
开时，最近，濠河
边几株樱花陆续
开放，吸引了散步
的 市 民 前 来 观
赏。需要提醒市
民 ，疫 情 尚 未 解
除，赏花时一定要
戴口罩、不扎堆、少
聚集。 记者黄哲

樱花
怒放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南通汽运集团获
悉，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返岗复工、探亲访友
等出行需求，根据省、市疫情防控形势，按照

“分类、有序、逐步”的原则，截至3月4日，我

市已恢复县、市际客运线路118条。
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关注“南通

汽运集团”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巴士管家”
APP进行查询。 记者彭军君

晚报讯 因疫情防控需要，我市交通运
输部门根据上级部署，暂停了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考试。这几天，一些已经取得报考条件
的人员开始担忧：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考
试，是否需要重新办理从业资格申请？公安
部门出具的《安全驾驶经历证明》一旦超过正
常的适用期限，是否还要再跑一趟重新开证
明？记者昨天获悉，交通部门已出台疫情期
间惠民政策，让待考人员吃下了“定心丸”。

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服务处工作人员表

示，申请人可以通过“南通交通运输执法”微
信公众号网上办理租汽车（巡游、网约）驾驶
员从业资格申请。对符合出租类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申请条件的人员，自审核通过之日
起，首次约考期限由1个月放宽至4个月，完
成考试期限由3个月放宽至6个月。

同时，对办理客运、普货运输和危货运输
等类别从业资格的考生，申请人提交的安全
驾驶经历证明自公安部门出具之日起6个月
内均视为有效申请材料。 记者彭军君

“易来通”升级，健康码全市统一
采用红、黄、绿三色，开发区将先行先试

我市恢复县市际客运线路118条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放宽考试期限
让从业资格待考人员吃下“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