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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家

补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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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岁 1.78 未 本科 公司白领 有婚房 车 帅气
男 44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55岁 1.73 丧偶 正处公务员 有车房 实在
女 32岁 1.61 短婚 事业单位 有车房 漂亮苗条
女 32岁 1.63 短婚 事业单位 有车房 肤白漂亮
女 34岁 1.66 离独 自己私营 有车房 肤白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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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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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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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费独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一名男子坐在通吕运河边的石凳上玩
手机时，身体意外不适猝然栽落水中。紧
要关头，从河畔经过的退伍老军人黄建华
和同行友人立即下河相救。8月1日，向本
报新闻热线介绍此事的目击者孙洁玲感慨
地说：“要不是老黄紧急下河救人，后果不
堪设想！”

孙洁玲告诉记者，她和今年69岁的退
伍老军人黄建华经常相约在通吕运河绿廊
一带步行健身。

“7月31日晚上8时许，我和老黄步行
至北城大桥至静海大桥之间的通吕运河河
岸处时，突然听到呼喊：‘不好，有人落水
了！’”孙洁玲向记者介绍说，“我们疾步赶
过去后，看到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正在河
水中挣扎扑腾。老黄见状，先是趴在亲水

平台上呼叫男子往岸边游，同时他伸出双
手准备去拉，但亲水平台距水面有2米多
高，加上落水者向河中间不断扑腾而去，老
黄根本拉不到。”

情况紧急！孙洁玲见黄建华要下水救
人，她当即提醒：“你年纪这么大，晚上又看
不见，还是找年轻人吧！”黄建华一边脱下
衣物一边解释“来不及了”，随后，他纵身跳
下通吕运河。

此时，落水男子已经沉入水中，水面上
已经看不见人影。在这危急时刻，黄建华
在水中一路向前摸去。幸运的是，在水下，
黄建华成功抓住了溺水男子的一只脚，而
后将他往河岸边拉。

在黄建华的全力相救下，落水者终于
被拖拽到通吕运河的堤岸边。黄建华在水

中用尽全力将落水者向上托举，岸上多位市
民一起往上拉，终于将双目紧闭的落水男子
营救上岸。

经过一番心肺复苏按压急救，十来分钟
后溺水男子苏醒过来。这名30多岁的男子
脱险后，对黄建华及现场参与救援的好心市
民千恩万谢，同时自述：原本他坐在岸边石
凳上玩着手机，突然感到一阵晕眩，随后身
体就猝然向后倒、掉进通吕运河之中……如
果不是大伙儿出手相救，他这条命，就真的
悬了！

接到求助信息的民警和120急救医生赶
到现场后，对落水男子进行了询问和现场体
检，确认由于众人抢救及时，遇险者幸无大
碍。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夏璠蕾 顾婧妍

男子身体不适栽入通吕运河情况危急——

退伍老军人下河救起溺水男子

晚报讯 崇川区一家企业在未公示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经营性）许可证的情况
下，在公司自营网络平台的商城上销售药
品。记者7月31日从崇川区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这家企业目前已被立案查处。

在接到举报后，崇川区市场监管局钟
秀分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涉事企业。通
过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在未取得《药品
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网上销售白猫
清凉油、同仁堂人丹、龙虎人丹、慧宝源十
滴水、云南白药喷雾剂、季德胜蛇药、水仙
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白猫清凉油软膏等
药品，货值金额达2.8万余元。

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场
监管部门对当事人立案调查。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经营者：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药品经营许可
证》的，不得经营药品、开办药品批发企
业。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办
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
经营许可证》。

下一步，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优化
监管模式，多渠道巡查，对网络上隐蔽的可
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筛查，让违法行为无
处遁形。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7月30日一大早，南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产房迎来一位20岁的孕妇。该孕妇因

“停经31周、阴道流液2小时”由外院转至市
一院。追问孕妇及其家属发现，该孕妇自怀孕
以来从未产检。

入院后，急诊医生迅速为孕妇完善B超检
查，结果显示胎儿是连体双胎，胸腹腔相连，其
中一个还有严重的脊柱裂等多发畸形。

结合产妇情况，市一院产科主任陈丽平组织
科内人员进行病例讨论。当天上午10点57分，
孕妇宫缩越发频繁被送往手术室。11点53分，
麻醉科、产科、新生儿多学科齐聚手术室，共同参
与这一场手术。新生儿娩出后，医护人员发现这
对联体胎儿尽管有两个头，但共用一套内脏系
统，并且仅有三条腿。

“联体双胎是一种罕见畸形，发生率约20
万分之一。因此，规范的产前检查非常重要，可
减少生育风险，做到优生优育。”陈丽平呼吁广
大孕妇重视产前检查。记者了解到，由于家属
放弃抢救，目前，这对连体婴儿已经死亡，产妇
身体状况稳定。 通讯员马红燕 记者冯启榕

无证从事网络销售药品

崇川一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晚报讯 醉驾遇上交警检查，男子拒不配
合，以推搡、辱骂等方式阻碍民警执法。7月31
日，我市警方对外通报，驾驶人曹某因阻碍民警
依法执行职务被处治安拘留5日、罚款500元。
此外，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警方通报称，7月26日1时许，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七大队在南通市长江中路任港路口南侧
路段开展酒驾整治行动，发现一辆小型越野客
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嫌疑，民警责令驾驶人曹
某（男，33周岁）将车辆熄火并下车接受酒精含
量呼气检测，当事人拒不下车，后经过民警法治
宣传，才被动下车，民警准备将其车辆移至不妨
碍交通的地点时，曹某拒绝交出车辆钥匙且以
推搡、辱骂等方式阻碍民警执法。

目前，曹某因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被崇
川公安分局处以治安拘留5日，并处罚款500
元。经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
鉴定，曹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91.8mg/
100mL，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记者张亮

晚报讯 8月1日下午，有知情人向本
报新闻热线报料称，我市通州区一男子将上
门讨债者用刀划伤，导致其面部被缝八针。

接到知情人反映后，记者与受伤的男
子取得了联系。“我姓张，今年47岁，是如
东岔河人；和我发生纠纷的是通州男子圣
某，今年50多岁，家住刘桥镇苏池村。”张
先生告诉记者，他做饲料生意，圣某是一位
养鸭户；2016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两年
内，他向圣某提供了价值7万多元的鸭饲

料，不料，圣某一直拖欠货款；无奈之下，他
于去年6月向如东法院起诉，要求圣某偿
债。鉴于圣某仍不执行法院判决，他于7
月31日傍晚5时许再度赶到圣某家中，准
备再次沟通交涉，不料，在此过程中被圣某
手中的刀划伤面部。

“事后，我向刘桥派出所报警求助；然
后赶到石港医院五官科就诊，花去医药费
一千多元。”伤者张先生气愤地说，“发生这
样的事，太气人了！”

为进一步了解此事详情，记者随后采访
了刘桥警方。“经我们调查，涉事村民圣某和
张先生之间确有经济纠纷；但是，事发当日傍
晚，张先生赶到圣某家中时，圣某手里拿着一
把刀正准备杀鸡，结果在无意中刀锋碰到对
方的嘴巴，造成一起意外事件。经调解，圣某
赔偿张先生50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
位参与调查和调解者，向记者证实了这起意
外事件的真实状况。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夏璠蕾 顾婧妍

孕妇娩出联体双胎
医生提醒：重视产前检查

男子讨债被欠款人砍伤？意外！
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

阻碍民警执法

男子被处拘留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