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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都广场 11/电 4/2/2 175m2 精装 480万
海港新村（一附一中学区）4/6 2/1 84m2+24m2（南车库） 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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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2 115m2+车位 精装 186万
保利香槟国际 31/电 3/2 137m2 车位 美式经典装修 330万（净）
友谊家园（三中学区） 2楼/电/11 3/阳光厅 139m2 精装 298万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学士府 2/电 3/1 123m2 南北通透 厨卫装潢 2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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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阳名邸 1/ 三室阳光厅 140m2车库10m2精装 有院子 景观房 2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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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辰大厦 8/32 办公楼 205m2+147m2办公装修 门对门 可以分开卖 299万
五山家园 4/5 二室半一厅 90m2车库12m2毛坯 1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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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万
德民天一楼店面 1/6 83.5m2年租金12万 2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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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别业联排 275m2地下共四层 600万
优山美地 5/电 140m23-2 精装 248万
万科白鹭郡联排 107m2地下共三层 450万
永兴福里 9/电 90m22-1 车库11m2毛坯 165万
新建路新村 4/4 62m22-1 小车库 122.8万
新建路新村 1/4 60m22-1 简装 123.6万
光明西村 2/6 59.6m2 2-1 简装 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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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75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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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2291839 18932222179

万象东园 1Ｆ 102m2 可开店 三房 235万
濠南路 1Ｆ 123m2 商铺 650万
濠东路 1Ｆ 24m2 车库店面 72万
工农路28# 2-3F 60m2/60m2 四房 258万
先锋工业厂房 15000m2 机械厂 2800万
东赵家巷 1-4F 320m2 毛坯有院子 550万
望江楼 4F 59m2 两房 220万
中天府邸 商铺107m2/107m2 400万

光明东村5/7 3-1 79m2 简装 启秀空学位 156万
段家坝小园4/车 3-阳 134m2 车14m2 精装 268万
段家坝小园3/车 3-2 123m2 南汽车库22m2 精装 245万
城南新村2/6 3-1 87m2 精装 大平台 14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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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东村6/车 楼中楼 130/170m2 南汽车库22m2 装修启秀空学位258万

1912 7/11楼 建143m2+车位 毛坯 310万净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3/6楼 建65m2精装 230万
五山家园3/车库建116m2+18m2朝阳大车库 户型很好精装很好 225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民政新村 3/4楼 建42.5m2 中装空学位 209万
方大花苑4/6楼 建93m2三室半一厅户型好豪装很好 195万
东大城花园5/5楼 上20m2/下88m2+车库15.5m2 豪装中央空调 188万
三中学区房北郭北村2/6楼 建66m2 中装两家人合用车库 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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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全警之智、举全区
之力、下非常之功。建设更高水平
文明城市，通州公安全警动员、全力
以赴，为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
冠”贡献智慧和力量。

连日来，通州区副区长、区公安
局局长杨彬在通州区新世纪大道银
河路路口，带头参加文明交通执勤
工作，及时劝导、纠正不文明交通行
为，积极服务群众，开展文明出行和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宣传。

从局领导到各警种部门负责
人，再到机关民警共283人，文明
城市创建中，通州区公安局机关民
警纷纷支援路面一线，会同各派出
所及交警中队警力，包干通州主城
区及各乡镇主要交通道路路口、主
城区商贸大街、主次干道、后街背
巷及集贸市场周边，每日轮流上
路，参与早、晚高峰岗执勤工作，切
实将每项交通管理措施落实到每
一条责任道路口、每一个责任区
块，确保衔接无缝隙、管理无死角、
责任无盲区。

长期以来，通州公安对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按照“严而又
严、细之又细”的标准，常态做好文
明城市建设工作。持续开展“一盔

一带”宣传活动、整治非机动车交通
陋习、严查货车超载、加强集贸市场
整治、深入辖区网吧检查、开展沿街
商铺安全检查、加强人员密集部位
的巡逻管控……通州公安全警行
动，冲锋向前，为建设更高水平文明
城市贡献公安力量。

为确保创文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通州区公安局领导还多次带队
深入一线，开展实地检查指导，实地
察看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质态，对发
现的问题现场予以交办整改，要求
各相关职能部门围绕突出问题隐
患，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坚决打赢
创文攻坚战。

记者张亮
通讯员蔡俊炜

晚报讯 近日南通市公安局
崇川区分局授予江苏工院职工朱
永国、顾玉勇“见义勇为人员”光荣
称号，并颁发证书给予奖励。今
天，被救人王教杰及家人专程来到
江苏工院向朱永国、顾玉勇表示感

谢，并赠送锦旗。
朱永国、顾玉勇是江苏工院后

勤与基建处物管科综合维修人
员。7月17日，朱永国、顾玉勇经
过崇川区中江电商港对面的教杰
不锈钢点加工车间时，发现店主王

教杰被多块钢板砸倒，王当场昏
迷。他俩拼尽全力搬走压在王身
边的钢板，及时将他送到医院，经
医院及时抢救，王教杰恢复意识，
生命体征逐步平稳。

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7日上午9时许，如皋
开发区一名八旬老人不慎落入井
中，情况十分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
员接到报警后，立即携带装备赶往
现场救援。

现场，消防员发现这个水井位
于农户的院子里，井口十分狭窄，只
有60多厘米宽，井深8米，井下有
水，落井的老奶奶半身瘫坐在水
中。为避免她长时间在井内因空气
不流通导致呼吸困难，消防员迅速
打开一瓶氧气罐用绳子绑好，慢慢

放入井内。同时，根据井口大小，选
择一名身材瘦小的消防员身系绳
索，做好下井救人准备。

消防员拟定战术，采取“倒挂悬
垂”的方式，进入水井之中。在两名
同伴的协助下，消防员杨悦慢慢进
入狭窄的井内。杨悦由于长时间的
倒挂导致头部晕眩，但在看到瘫坐
在井中的八旬老人，他强忍着不适，
双手慢慢靠近老人。在接触到老人
之后，他将身上携带的绳索绑在老
人的身上，再三确认安全后，向井外

的同伴发送信号营救出井。
另一名消防员趴在井口观察老

人以及绳索的情况，其余消防员立
即利用搭好的三脚架，听着指挥，一
点一点地拉动着绳索，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迅速将老人从井内救
出。经过25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
员终于将老奶奶从井中救出，抬上
担架，交由现场120救护人员送往
医院救治。

通讯员陈家波
记者蒋娇娇

晚报讯 男子袁某在担任
某公司主管期间，觊觎单位财
产，利用职权两年私自侵吞公司
货款近140万元。记者7日从启
东市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对这
起职务侵占案作出一审判决，袁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间，袁某利用自己担任启东市
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管职务
并负责产品销售、货款回收的职
务便利，收取客户支付货款的承
兑汇票、现金合计近140万元。

其中，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
其收受上海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银
行承兑汇票和货款共计约 93 万
元。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
收受杭州某工具有限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七张共计约46万元。拿到钱
款后，袁某将其挥霍一空。

2018年 12月，袁某主动到公
安部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案发前，袁某已退还启东
市某科技有限公司32万元。

启东法院审理认为，袁某利用
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
务侵占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为保护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
财产所有权，惩罚犯罪，法院决定
对其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王俊博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7日，市公安局发布
通告，公开征集涉及黑恶犯罪的
嫌疑人黄忠裕的违法犯罪线索，
凡提供有价值的犯罪线索并查
证属实的，按照举报线索价值对
举报人奖励2000元至5万元。
这也是我市警方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推出公开征集违法犯
罪线索举措以来，承诺单次奖励
金额最高的一次。

今年8月，通州区公安局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涉及
黑恶犯罪的嫌疑人黄忠裕（男，
1978年5月出生，南通市通州区
人）。经查，自2010年以来，黄忠
裕在通州区川姜镇地区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

为彻查犯罪嫌疑人黄忠裕的
全部违法犯罪事实，深挖余罪，南
通市公安局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
违法犯罪线索，希望广大人民群

众积极检举揭发。公安机关提供电
话、信件和互联网邮箱3种举报途
经。联系人：陈警官（联系电话：
13773712603）；来信举报：南通市
通 州 区 公 安 局 扫 黑 办 ，邮 编
226300；网 络 举 报 ：tzgashce@
126.com。凡提供有价值的犯罪线
索并查证属实的，按照举报线索价
值对举报人奖励 2000 元到 5 万
元。公安机关将严密保护举报人
的个人信息及人身财产安全，对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法严
惩。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为南通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献力

通州公安全警行动冲锋向前

八旬老太落井中 消防员倒挂救回

江苏工院两职工 见义勇为获奖励

侵吞公司140万元货款挥霍一空

一企业销售主管获刑5年

征集通州黄忠裕违法犯罪线索

南通警方最高奖励5万元

通
州
区
交
警
在
护
学
岗
值
勤
。

黄忠裕（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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