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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家桥新村 3楼 3/1 80m2 中装 位置佳 145万
友谊家园（三中学区） 2楼/电/11 3/阳光厅 139m2 精装 325万
中南世纪花城（一附一中双学区）5/电 4/阳光厅/2 153m2+车位 精装 398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纯底楼 3/1 83m2 简装 298万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时代悦城 9/电 3/阳光厅/2 142m2+车位 精装 350万
学士府 2/电 3/1 123m2南北通透 厨卫装潢 220万
东景国际 9/电 3/2/2 150m2精装 168万

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苏建花园城 16/16楼中楼 143m2+138m2 汽车库28m2 车库15m2 豪装 318万
虹桥南村 5/5 二室半一厅 71.8m2 简装 89万
新桃园 2/6 三室一厅 107m2 新精装 空学位 2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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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山家园 4/5 二室半一厅 90m2 车库12m2 毛坯 165万
德民花苑 9/9 楼中楼 127m2+53m2实际面积230m2车库12m2精装汽车位1个另算 350万净
华强城 11/ 二室一厅 86m2精装 设施齐全 拎包入住 25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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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别业连体别墅 275m2 双车位 毛坯 600万
万达华府 2/电 109m2 3-1 精装修 第一排 225万
四季绿苑 2/6 111m23-1 精装 车库14.5m2+车位 258万
虹桥新村 3/6 82m2 2.5-1 精装修 车12m2 128.8万
莘园路新村 3/6 70m2 2-1 中装 158万净
佳成花苑 中层/电 107m22-2 车6m2精装 220万
德民花苑 5/6 117.2m23-1 精装 南车库21m2 188万

崇川府联排别墅1-3层160m2 车库60m2含车位2个 628万净
中海铂樾府7-8复式楼208m2 纯毛坯景观房 700万净【豪宅】
水木清华联排别墅288m2 地下室100m2 花园200m2 车位4个1280万
华强城中高层4室2厅2卫167m2 纯毛坯含车位 388万净
天安花园2/电3室阳光厅双阳台139m2 精装车库11m2 388万
濠西园1/车库3室南L厅135m2 精装南车库28m2 252万
紫东花苑7/11层3室一厅1卫111m2 精装车库12m2 228万
将军园4/6层2室南64m2 精装拎包入住【双地铁口】 108.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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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2476058 85532728

银花苑 1F 98m2 300万
银花苑 5F 74.2m2 245万
德民花苑 6F（电梯） 150m2 265万
天勤家园 10F 128m2/15m2车库 230万
万象西园 2F 45m2 空学位 70.8万
森大蒂 1F 160m2/22m2车库 空学位 398万
学田苑 4F 64.5m2 145万
德民花苑 3F 86m2 158.8万

亚太苑5/电 2-2 125m2 车15.5m2 简装 三中空学位 285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34m2 车15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26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26m2 车15m2 精装 全天阳光 启秀空学位 228万
城南新村（虹桥路南）5/6 2-·1 62m2精装 朝晖一附学区 118.8万
城南二村4/6 2.5-1 75.14m2 中等装修 朝晖一附学区 148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精装 南北通透 318万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装修 南北通透 358万

新城小区4/电梯建149m2+车库+车位精装 445万
华强城四期2×/电梯 建167m2+汽车位运河景观房 位置户型好 388万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森大帝花苑4/车库 建156m2 +朝阳车库34m2 中装 外口面砖 380万急卖
锦安花园3/9楼 建128m2+车库9m2中装 255万
虹东花苑11/12楼 建95.5m2 毛坯 202万
东大城花园5/5楼 上20m2/下88m2+车库15.5m2 豪装中央空调 188万
小石桥花苑3/6楼 带电梯 建118m2 简装 145.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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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讯 从昨天中午 12 时
起，我市各大港口部分渔船结束伏
季休渔，随着这批渔船的出海开
捕，丰富多样的海产品将摆上市民
的餐桌。

昨天上午，大大小小的渔船早
早地停靠在了吕四渔港码头耐心
等待。中午12点，随着港口船闸
的打开，一艘艘渔船有序驶出港
口投入大海的怀抱，不少渔民在
船头放起了鞭炮礼花期盼着能满仓
而归。

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时间5
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江
苏省内北纬35度至26度 30分的
黄海和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
期。其中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
灯光围（敷）网休渔时间为5月1日
12时至8月1日12时。

启东市渔政监督大队大队长袁
华说，今天启东部分渔船已经开捕，
其中有流刺网、定置刺网、桁杆拖虾
一些捕捞渔船以及全市的渔运船。
出海的渔船去了江苏沿海的东海黄

海海域进行捕捞。
据统计，启东市共有渔船733

艘，其中符合条件结束伏季休渔的
渔船共有221艘，渔船的种类主要
是流刺网、桁杆拖网以及一些收鲜
船只。开捕第一天，这221艘渔船
已经全部出海开始捕捞作业，预计
两天左右就会有渔船陆续返港，主
要的渔获将会有鲳鱼、梭子蟹、金钩
虾等，届时喜欢海鲜的市民可以一
饱口福。
通讯员鲍欣欣 沈赛娜 记者黄海

启东221艘渔船昨“解禁”出海

丰富多样的海鲜将摆上餐桌

晚报讯 市民政局联合市摄
影家协会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举
办“福彩杯”优秀社区工作法评选
暨最美社区摄影作品评展活动，
记录与南通社区相关的故事，分
享曾经记录下的社区治理精彩瞬
间，一同寻找南通最美社区。

本次征集内容分为优秀社区
工作法评选和“寻找最美社区”摄
影作品评展两部分。优秀社区工
作法评选主要向全市城乡社区征
集全面系统总结社区工作经验形
成的综合性工作法；社区居民自
治、社区协商、智慧社区建设、社
区疫情防控等社区工作某一方面

经验总结提炼形成的单项性工作
法。“寻找最美社区”摄影作品评展
则是通过专业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
举行专题图片展，主题涵盖美丽城
乡社区以及社区治理内涵，反映村
（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睦邻友爱、
爱心公益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场景。

据了解，活动征集时间截至9
月28日，主办单位将邀请专家组
成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评选，
评选结果于10月下旬通过市民政
局、市摄影家协会微信公众号予以
公布。届时，主办方也将为所有获
奖单位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
一定奖励。 记者李彤

为最美社区记录精彩瞬间
市“福彩杯”优秀社区工作法评选

暨最美社区摄影作品评展启动

晚报讯 7月31日晚，通吕
运河北岸，灯光璀璨，第四届“我们
的小康”广场文艺演出——第34
届“天乐之夏”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演出在《我们的中国梦》的激
昂旋律中激情开演，舞蹈《咱们工
人有力量》、默剧《怪诞奇妙夜》、
口技《模仿的艺术》等节目精彩纷
呈，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演出赢得
观众阵阵掌声。

“天乐之夏”系列活动是唐闸
工人文化宫打造的特色品牌活
动，至今已经持续开展34年，成
为我市除“濠滨夏夜”之外的又一

知名群众文化品牌。34年来，“天
乐之夏”共举办文艺晚会近800场，
电影放映达到1500多场。

第34届“天乐之夏”系列活动
将持续到10月初，作为我市的特色
品牌项目之一，唐闸文化宫将以满
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组织
开展文艺晚会、大众体育、公益基层
辅导、百场电影进基层等活动，进一
步扩大“天乐之夏”的服务覆盖面，
增强“天乐之夏”的社会影响力，将

“天乐之夏”系列活动成为广大职工
群众清凉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郭巍然

特色文化品牌
“天乐之夏”精彩开场
已持续开展34年，举办文艺晚会近800场

晚报讯 2020年的暑假，被很
多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短暑假”，可
是不论再短，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
可不能凑合。这个暑假哪里去？由
中国珠算博物馆精心打造的“暑期
文化大餐”等着你们。

记者近日从馆方了解到，中国
珠算博物馆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过好暑假”系列活动。从6月底
开始，已走进小海小学开展了“灵动

指尖智慧，致敬传统文化”活动；在
虹桥小学举办了“我是非遗小传人”
珠算文化课堂和创意油画体验；携
手城中小学一起开展了“探前世，寻
今生——触摸历史的温度”和“童眼
看南通，美好在身边”两场珠算文化
体验课，让孩子们现场与文物零距
离。此外，还一起观看珠算动画片、
搭建算盘模型等等。

中国珠算博物馆还将在我市举

办“珠落玉盘声声慢，算海扬帆少年
游”亲子体验，以及在南京的中国科
举博物馆举办“运筹千秋——中国
珠算文化展”巡展。据了解，届时我
市将与该馆共同举办“星星火炬引
未来，小小算珠燃梦想”亲子活动以
及珠算文化专题讲座，活动将于8
月初通过中国科举博物馆公众号开
放活动预约。

记者李彤 通讯员张蕾

晚报讯 “现在路通了，环境
也靓了，即使下雨天，路上也不积
水、鞋上也不沾泥了。”市区学田
街道居民彭娟对竣工后的校西路不
住地称赞。7月31日，记者从市
市政和园林局获悉，校西路及校西
路配套道路工程已较原定工期提前
竣工。

该工程由城建集团负责实施，
“根据市市政和园林局及城建集团

的要求，我们注重城建工程之间的
统筹协调，该条道路的路牙石和人
行道板砖使用了世纪大道改造时更
换的石材，实现资源再利用，在严
格筛选、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较大程
度降低了工程成本。”业主代表石
磊介绍说，建成后的道路为双向四
车道，人非共板形式，道路利用率
高，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交通功能。
道路设置四排法桐作为行道树，绿

化景观效果更加优美，道路建设的
同时将鲍果河南北向进行沟通，打
通原来的断头河，贯通水系。

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该片
区的路网结构，增加区域路网立体
效应，增强周边居住区和社会事业
配套功能，周边市民出行更加便
捷。

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薛骏峰 谢文君

昨天早晨，市绿化造
园开发有限公司的作业
人员在环城西路为两旁
树木喷洒防虫药水。夏
季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
同时也是病虫害滋生繁
衍的季节，为了使市区主
干道树木病虫害得到有
效控制，连日来，市绿化
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树木病虫害防治工作。

记者尤炼

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

校西路及其配套道路工程竣工

星星火炬引未来，小小算珠燃梦想

中国珠算博物馆“暑期文化大餐”等着你

夏日防虫
演出现场。通讯员郭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