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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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公寓6/6 楼中楼 19m2/108m2 楼上实用面积70m2中装 车库10.5m2 328万 双学区
将军园4/6 1/1 51.06m2 精装 68万
新建同业楼1/车 3/阳 123m2 精装 南车库38m2 启秀学区房 215万
凯旋花园2/6 4/2 176m2精装 南车库25m2 280万
盛和楼4/5 3/阳 143m2 精装 车库14m2 330万
外滩花园2/电 2/1 89.14m2已坯 车库13m2 158万
瑞园3/电 3/1 110㎡ 车库8.5m2毛坯 启秀学区 2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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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悦城 9/18 3/阳光厅/2 142m2 有车位 新坯房 350万
百昌晏园（二附学区） 2/6 3/1 125m2 425万
檀墅 1-5层 6/大厅/3 397m2整体5层、精装、直接入住 6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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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桃园 6/6 107.5m2 3-1 简装 169万净
檀墅别墅 366m2+赠送 毛坯 二个车位 边户 798万
金桥园 5/5 100/129m2 车23m2 精装 185万
任港路口5/5 61m2 2-1 毛坯 115万净
姚港路8号 6/6 64m2 2-1 中装 105万
金鼎湾3/电 184m2 精装修 4-2 460万
起凤园6/6 71m2 2-1 精装 地铁口 8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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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0810021 15962750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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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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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苑电梯房 150m2 398万
万科白鹭郡别墅有350m2 2个车位 580万
低于市场价出售方大花苑 72.60m2 中装 满二 无大税 急售 全款88万 贷款90万

江东广场5/车 3－1 90m2 车6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68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33m2 车14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10万
光明东村3/6 2－1 65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20万
光明南村5/6 2－1 65m2 简装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126万
城南新村5/6 2－1 62m2 装修 82.8万
城南新村4/6 2－1 66m2 精装 93.8万
怡安花苑 3/车 3－1 101m2 车8m2 新装修 朝晖一附学区 2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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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和房产 中南世纪城1号楼112室
18796152666

景瑞望府 面积123m2 正常首付房东诚售包大税 售价210万
雅居乐 面积99m2 前排采光无敌送产权车位 售价188万
世茂公园 面积118m2 实用面积135m2豪装50万 仅售240万
金飞达名郡 面积88m2 精装修前排采光无敌品牌橱柜 售价184万
恒盛豪庭 面积111.16m2 精装南北通透房东诚售 售价210万
弘阳上城 面积136m2 精装南北通透地铁旁 售价330万
景瑞望府 面积129m2 交通方便性价比高高层首排全天采光 售价272万
濠西园 面积128.8m2 精装大三房送车库家具家电齐全 售价208.8万
碧桂园 面积100m2 精装3室中层前排无遮挡诚售 售价185万
华强城 面积86m2 带花园30m2院子精装采光好 售价188万
银花苑（城中、三中学区） 面积108m2 无大税单价仅2.3万 售价250万
凤凰汇（二附、城中、三中空学位）面积97m2 稀缺电梯房 售价320万
南园20号（城中、三中空学位） 面积68.96m2 稀缺学区两房 售价230万
东苑小区（二附、城中、三中空学位） 面积97m2 中间楼层采光好 售价285万
橡树湾（能达、东方学区） 面积128.67m2 环境好自带幼儿园 售价248万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

晚报讯 3月5日，本报以《八旬漫画家致
敬战“疫”英雄》为题，报道了今年82岁的如皋漫
画家吴信礼，创作了钟南山、李兰娟等抗疫英雄
人物的肖像漫画，引起了诸多漫画爱好者的关
注。上周，江苏省援湖北医疗队的首批456名队
员们撤离湖北平安返乡，其中包括南通驰援黄石
的37名白衣勇士。为了致敬如皋当地11名逆

行白衣勇士，吴信礼老人千方百计找全他们在新
闻中的图片，精心创作了11张肖像漫画。

这11名驰援的如皋勇士分别是：如皋市人
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余秋里、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黄智勇、感染性疾病科主管护师徐
霞、感染性疾病科护师刘丽、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张蓓蓓、呼吸内科护师陈丽佳、重症监护室护师

洪美琳、花蕊，以及如皋市中医院副院长吕军、
ICU主管护师陈志和ICU护士朱文祥。

吴信礼1985年开始自学漫画，先后在《光明
日报》等报刊发表漫画数百篇。从2013年开始，
他寻访近100位百岁老人，为他们创作人物漫
画，并于2017年出版《世界长寿之乡：如皋百岁
寿星图》一书。 记者俞慧娟

致敬如皋11名逆行白衣勇士
老漫画家吴信礼为他们每人画了一幅肖像

晚报讯 位于我市崇川区文峰
街道光明南村的一座地下公共车
库，长期存在较深积水，居然成为一
个偌大的“鱼塘”！

3月18日上午，家住文峰街道
光明南村的居民反映此问题，记者
于当日下午赶到现场。经查看，长
期积水的地下公共车库，位于光明
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南边，光
明新村39幢居民楼的北侧。走进
朝西的地下车库入口处，可见卷帘
门紧闭。沿着坡道往下走，发现地
下长期形成的大量积水，导致地下
车库成了一口偌大的“鱼塘”！水深
目测齐小腿处，水质较为浑浊，水面
上漂浮着大团大团的青苔，水中还
有一些枯枝和石块等杂物。最让人
惊讶的是，就在记者现场拍照和视
频摄录时，水中突然“啪”的一声跃
起一条小鱼，卷起一个浪花后又迅
速游走了！车库俨然成了鱼塘。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该地下车
库自光明南村建成以来，物业原先
是想将车位出售或出租给居民使用
的，可是，由于不明原因的地下管道
堵塞导致积水，结果公共地下车库
长期被淹无人购买或租用，“抛荒”
至今，一到雨季，积水会将膝盖淹
没。

19日，南通发布报道这一问题
后，引起文峰街道、光明村社区重
视。随后，崇川区展开对老小区废
弃车库的专项整治。作为光明南村
地下公共车库的产权所有人，胜博
置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该公司派
员赶到积水的地下公共车库，组织
抽水清淤作业。

“积水量实在太大了。即便是
日夜不停抽水，初步估计，最快也要
一周左右时间，才能将地下公共车
库内所有积水完全抽取完毕。”一位
在场的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胜博
置业负责人介绍，就如何妥善处置
好废弃车库后续事宜，他们正在跟
区相关部门协商，最理想的办法就
是相关部门出价收购，他们愿以低
于成本价出售。 记者周朝晖

光明南村地下车库

成“鱼塘”？
日夜不停抽水一个

星期才能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