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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46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49岁 1.72 离独 自己公司 别墅 车 随和
男 50岁 1.73 离独 公务员 孩子在国外 有车房 素质高
女 39岁 1.65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3 未 上市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2岁 1.62 离独 公务员 有车房 文静

顺喜搬
家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1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301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18252501888 13776936678微信
电话

居家服务
预约优惠 送货上门
13861905529 18362140578

蔬菜、水果零售
《《江海晚报江海晚报》》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诚 信 婚 介

推 荐 榜

晚报讯 昨天，崇川区教体局发
布《2020年崇川区小学招生工作意
见》和《崇川区小学毕业（升学）工作
意见》，两份《意见》明确了今年崇川
区中小学招生相关政策，公布了各小
学的施教区范围。和去年相比，今年
崇川区中小学招生工作政策除在热
点学校继续实施“户证一致”政策和
施教区范围未有变化，只对流动人口
子女入学时对监护人的居住证和社
会养老保险，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了解，今年崇川区小学一年
级招收的新生为2013年 9月1日
至2014年 8月31日之间出生、实
际居住在该区的适龄儿童。通师
一附、通师二附、城中小学、实验小
学、朝晖小学、崇川学校（含崇川学
校同和校区）、启秀中学、田家炳中
学、第一初级中学、学田中学继续

实行户证一致、学段管理、获证时
限制度。

文件显示，今年凡具备“稳定住
所、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三项必备
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可由法定监
护人提出申请，并提供户口簿、经核
签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监护人《居
住证》（2019年7月1日前领取）、监
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
监护人工商营业执照、在本地缴纳
社会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证明（含
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连续的
缴费清单），办理在崇川区中小学入
学手续。这也是该项政策在今年入
学中首次执行。

崇川区教体局提醒广大家长，
今年崇川区各小学招生时间为7月
26日至27日。区内小学将在7月
19日向小学毕业生发放《初中入学

告知书》，小学毕业生于7月26日到
相应初中报名登记注册。为了更好
地方便适龄儿童报名入学，7月26
日至27日，区教体局在易家桥中学
协调解决小学入学中的疑难问题；7
月22日区教体局在郭里园小学解
决小升初中出现的遗留问题。

对于市民关心的入学获证时限
制度内的时间限制，崇川区教体局
表示，今年入学报名时，小学入学儿
童法定监护人住宅房屋产权证（公
租房屋使用证）取得、户口迁入时间
截止日期为 6月 30日（含 6月 30
日），小升初少年入学法定监护人住
宅房屋产权证（公租房屋使用证）取
得、户口迁入时间截止日期为6月
10日（含6月10日），请学生家长注
意最后截止时间，切莫错过。

记者沈樑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经前期市场调研，根据
客流及市民出行需求，自26日起，
南通至上海浦东东站、上海旅游集
散总站班线将正式上线运营。

近期，南通市交通运输局积极
主动对接上海道路客运部门，新增
南通至上海浦东东站、上海旅游集

散总站班线，由南通汽运集团运
营。市交通客运部门也将根据通沪
铁路开通后的客流变化情况，及时
进行车型和线路优化调整，充分发
挥道路客运“门到门”的比较优势，
满足广大市民出行需求。

为适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需要，市交通运输局将“增密南通至

上海客运班线班次，增加在上海市
区站点”列入2020年交通为民办实
事项目，解决南通抵达上海市区站
点偏少且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年内
还将计划开通嘉定、川沙、南汇、松
江等车站班线。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王晓娜

晚报讯 不知不觉，天气舞
台上“小晴歌”已经循环播放了一
周。今天就是周末了，这种阳光
相伴的日子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吗？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周
末仍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但局
部将有阵雨或雷雨。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
天我市晴到多云，蓝天白云仍将
继续“霸屏”，气温和昨天相差不
大，整体感觉还算舒适。周日以
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达
31℃，但是受东北冷涡后部短波
槽影响，局部地区阵雨或雷雨。
所以如果周末小伙伴们想出门走
走、逛逛，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备
把伞也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这次的雨水只是“昙
花一现”罢了，并没有改变晴好

多云的主旋律。下周初期我市仍
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稍有波
动。不过，早晚相对凉爽，还是比
较适合去公园散散步。另外，也
提醒广大市民，眼下已进入小满
节气，可以多吃一些绿豆、黑木
耳、山药等具有清利湿热作用的
食物，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市民也
要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谨防情绪
剧烈波动诱发疾病。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23日：
晴到多云，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或轻
雾，东南风 4-5 级，气温 18℃～
29℃；24日：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
雨 ，东 南 到 东 风 4 级 左 右 ，气 温
19℃～31℃；25日：多云有时阴，偏
东风 3-4 级，气温 20℃～28℃。

记者俞慧娟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晚报讯 昨天，南通市第十五届
“五月风”文艺展示月系列活动之中
国通作家具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
《大器“婉”成——一张通作柞榛方
桌的解析》首发及赠书仪式举行。

南通本地生产的柞榛树，材
质、纹理与紫檀相近，工匠们就利
用这一特有的木材制作传统家具。
2009年，王金祥、陈云夫妇自筹
资金创办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展
示了20多年来王金祥收藏的最具
南通地方特色的明清传世精品家
具。500多件饱含创造者情感和智
慧火花的通作拐儿纹家具，件件材
美工巧，质朴、大气、雅致、隽
永，如清风徐来。烙有人性印记的
传世精品传递着手的温暖，充分展
示出通作家具的迷人魅力。“对于
古典家具，唯有从设计、思路、工
艺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才有
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原
汁原味地保存下来。”王金祥介
绍，柞榛家具出在南通，它作为
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传统
家具中占有重要一席。希望今后
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喜爱
民间工艺、热爱民间工艺、研究民

间工艺、保护民间工艺，让古老的
民间工艺焕发出时代的光彩。在活
动现场，还进行了赠书仪式、“中
国通作家具研究中心培训学校”揭
牌、“中国通作家具研究中心”研
究员聘书颁发。

王金祥表示，研究中心将发挥
引领作用，凝聚更多的从业者、爱好
者，追求德艺双馨，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
南通民间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记者徐培钦

晚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民
营医疗行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南通大学附属瑞慈医院揭牌仪式
在南通瑞慈医院举行。此举打破
了体制的界限，为院校合作开创
了新样板，也为南通多元化办医
高质量发展开创了良好模式。

南通瑞慈医院2000年破土
动工，这家民营综合性医院的横
空出世，激活了整个南通的医疗
市场，使全市医疗行业都接受了
一次“洗礼”，从经营模式、医疗技
术到服务水平，都迎来了全面的
提升。因为瑞慈的带动和影响，
南通医疗市场环境也一直处在比
实力、比服务的良性竞争氛围
中。20年间，瑞慈医院苦练内功
实现高效发展，逐渐成长为专业
特色鲜明、学科发展健全的三级
乙等综合性医院和开发区区域医
疗中心，是业界公认的“医疗卫生
改革的一面旗帜”和“民营医疗行
业标杆”。

南通大学医学院是我国最早
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长期
以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药卫生
人才，涌现出了一批两院院士、长
江学者等诸多行业翘楚和杰出校
友，瑞慈医院不少专科医学人才
也都来自该学院。南通大学拥有
丰富的医学教育成果和资源，南
通瑞慈医院拥有丰富的社会办医

和对外合作经验，双方优势互补、紧
密协作，打造院校合作新样本，为优
化南通市健康医疗资源，促进医学
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当天，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
宏，上海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南通名
医促进会会长樊嘉两位与瑞慈颇有
渊源的南通大学杰出校友以及上海
华山医院院长丁强、上海华山医院
副院长徐文东、上海肿瘤医院院长
郭小毛、上海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书记
华克勤等一众与瑞慈开展合作的上
海知名三甲医院领导纷纷发来贺
信，表达祝贺的同时，也期望瑞慈能
够通过与南通大学医、教、研的全面
合作，开启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造
福江海百姓。

瑞慈医疗集团董事长方宜新表
示，南通瑞慈医院将以此次揭牌为
新契机、新起点，借助南通大学医学
院医疗、教学、科研领域的大平台，
进一步提升医学教育、学科建设、业
务技术、人才素质、管理水平和服务
质量，着力打造让群众满意的现代
化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建设“健康
南通”添砖加瓦，为南通民营医疗行
业探索出一条更宽广的发展路径，
为“江苏省社会办医试点城市”贡献
更多的“南通经验”。 记者冯启榕

崇川区小学招生和小升初政策出台
小学招生时间为7月26日至27日，小学毕业生7月26日到初中报名登记注册

中国通作家具研究中心昨日揭牌

市民现场参观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内的展品。 记者徐培钦

周末晴好多云天气为主
周日局部阵雨或雷雨

南通瑞慈医院有了“新身份”
南通大学附属瑞慈医院正式揭牌

26日起，南通增密至上海客运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