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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记者刚刚从南通机场
获悉，10月25日迎来冬春航班换
季，换季后南通机场通达国内39座
主要经济和旅游城市，北京、广州、
深圳、西安、成都等航线加密，新开
安徽黄山、湖南岳阳2条旅游航线。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季
节。新一轮航班换季，南通机场立
足于促进国内大循环，突出新开和
加密，更好满足游客出行需求。换
季后，北京、广州加密为每天五班，
其中，北京首都航线由中国国际航
空、深圳航空执飞，南通始发时刻为
10:55/11:05、17:45、19:50；北京
大兴航线由东海航空、河北航空执

飞，南通始发时刻为9:10、11:35。
广州航线由深圳航空、中国南方航空
执飞，南通始发时刻为7:50、11:10、
19:10/19:20、21:40、22:20。

深圳加密为每天四班，由深圳
航空、东海航空执飞，南通始发时刻
为9:05、12:10、15:35、20:00。西
安加密为每天三班，由东海航空、深
圳航空执飞，南通始发时刻为8:45、
12:30、20:20。成都加密为每天三
班或两班，由东海航空、四川航空、
深圳航空执飞，南通始发时刻为
12:20、15:20、18:10。

此外，在加密主要经济城市、重
要省会城市航线基础上，结合市场

需求加强航线供给，换季后，南通机
场新开安徽黄山、湖南岳阳2条旅
游航线，班期均为每周二、四、六。
其中，岳阳由中国南方航空执飞，南
通始发时刻为 20:00，预计 21:40
抵达岳阳；岳阳始发时刻17:35，预
计19:15抵达南通。

黄山由多彩贵州航空执飞，南
通始发时刻为 12:35，预计 13:45
抵达黄山；黄山始发时刻9:45、10:55，
预计10:40、11:50抵达南通。此外，
乘坐南通—黄山航班的旅客还有一
项福利：10月25日-11月30日，凭
登机牌和身份证，可以享受黄山部分
景区门票5折优惠。 记者张水兰

南通机场将执行冬春航班计划
新开安徽黄山、湖南岳阳两条航线，本港出发通航可达39座城市

晚报讯 10月18日为世界
乳腺癌宣传日。17日，由南通
市肿瘤防治专科联盟、南通市肿
瘤医院、南通市抗癌协会、南通
市医学会肿瘤分会、南通市肿瘤
质控中心主办的2020年南通市
级继续教育项目“江海肿瘤论
坛——第四届南通市乳腺癌规范
化治疗学习班”在文景国际大酒
店开班。

近年来，乳腺癌发病呈现出
年轻化趋势。“乳腺癌的高危因
素包括内分泌状态 （女性小于
13周岁来月经／女性超过55周
岁绝经）、遗传（直系遗传概率

高于正常人群）、乳房一侧已患过
乳腺癌（另外一侧乳房也属于高
危）”市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黄
向华介绍，有1/3的乳腺癌是可以
预防的，有1/3的乳腺癌是可以治
愈的，还有 1/3的乳腺癌是可以
通过有效的治疗来延长生命的。

“乳腺癌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自己发
现无痛性的肿块。”黄向华提醒广
大女性首先在心理上不能恐癌，
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
重视及时体检，特别是40周岁以
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乳腺
体检。

记者冯启榕 实习生顾子娴

晚报讯 17 日，2020年度注
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全国统一考试如
期开考。有别于往年的是，“苏康
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承诺书》
以及“身份证”“准考证”成为今年考
试的入场“标配”。

根据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相关要求，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就
已发布“考生疫情防控告知书”。考
试首日，记者在南通职大行知楼注
意到，九成以上考生均自觉佩戴了
口罩，所有考生在进场前均主动出
示所需的证件，接受现场测温。据
考试办首日反馈，所有考点未发现

既往感染者、疑似患者等特殊参考
对象。

市财会信息教育中心负责人张
荣介绍，今年我市共8053人报名，
报考科目6门21264科次，报名人
数及报考科次较去年均增加超过
15%，创历年新高。

为做好考试的组织工作，我市
成立了南通考区考试委员会，下设
考试办公室，负责整个考区的考试
考务工作；市纪委派驻财政纪检组
等负责对巡考工作纪律开展督查。
此外，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由市卫健
委、疾控中心人员组成的疫情防控

办公室，负责指导和部署考试组织
实施全过程的防疫工作。同时，考
前制定了工作预案，与公安、供电、
无线电、轨交公司等部门建立联系
制度，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确保
各项考试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注会全国统考南通市财政局考
试办公室提醒，今天还有《审计》《财
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
理》三门科目的考试，请考生严格遵
守考试纪律，备齐“苏康码”等五要
素，切勿因入场“标配”缺失错过考
试机会。

记者李彤

晚报讯 10月17日，“泉州
建材中国行”南通专场推介会举
行，近40家泉州知名建材生产企
业携百款新产品在通展示、推
介。推介会围绕“促发展、谋共
赢”主题，由政府搭台，为南通和
泉州两地建筑建材行业的供需双
方提供对接平台，促进两地企业
深入交流合作。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
是福建乃至全国发展最快、最具
活力的地区之一。而建材家居产
业就是泉州市四大主导产业和八
大千亿产业集群之一。其中，南
安石材集中加工区是我国乃至东
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
的石材生产、出口基地，石材进
出口量分别约占全国的60%和
55%，是辐射全球的世界级石材
生产交易中心；以晋江市磁灶
镇、内坑镇和南安市水头镇、官
桥镇为主的建陶产业集群是全国
四大建陶生产基地之一，建陶产
品年产量约占全国的25%，产
品品种丰富；以南安为核心的水
暖卫浴产区，是企业品牌最多、
市场占有率最高、生产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完善的国内三大水
暖卫浴产区之一。泉州全市有几
十万建材供销人员常年活跃在祖

国的大江南北，在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过75%。

目前，有数万名泉州籍商人
在南通投资兴业，投资领域涉及
地产开发、石材、陶瓷建材、纺
织布业、五金水暖、食品水产、
信息技术等行业。通过“以商招
商”等形式，南通泉州商会多次
组织会员企业参与南通地区的各
项招商引资，有效促进了南通经
济社会的发展。此次“泉州建材
中国行”南通专场推介活动，是

“建材之乡”和“建筑之乡”的一
次牵手联姻，有力推动了上下游
企业深入交流和合作共赢。

据了解，“泉州建材中国行”
系列推介活动由泉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工商业联
合会、泉州晚报社等单位承办，
是当地政企携手、开启新一轮品
牌推广和市场开拓的重大举措。
活动自2015年4月启动以来，已
陆续在福州、长沙、合肥、成
都、沈阳、昆明、南宁等城市举
办了10余场，数百家泉州建材生
产企业参展，对接合作意向金额超
百亿元，成为泉州市委、市政府扶
持产业发展的品牌活动。

邱和军

“泉州建材中国行”
举行南通专场推介活动
为供需双方提供对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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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中楼 2-1/3-2 135m2+80m2+车库10m2精装 226万
时代悦城 9/电 3/2 115m2+车位 精装 位置佳 2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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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域 7/电 3/阳光厅 96m2+车位 245万
保利香槟国际 31/电 3/2 137m2车位1个 美式经典装修 33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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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明花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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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世纪花城 2楼 三室阳光厅 151.5m2 豪装 阳光充足 328万
富贵北园 1/6 二室二厅 93.75m2 豪装 330万
颐景苑 4楼 三室一厅 117m2 车库20m2毛坯 阳光充足 269万
南园路18号 3/6 二室一厅 78m2中装 学区房 3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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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桃园 2/6 三室一厅 107m2 新精装 空学位 2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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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名人世家 独栋别墅 280m2 共3层 毛坯 1180万
1895公馆 4/电 117m2 3-1 精装 338万
新建路新村5/5 61.4m2 2-1 小车库 120.万
万科白鹭郡双拼别墅 105.21m2 三层 毛坯 580万
恒盛豪庭 底楼 95m2 3-1 毛坯大院子 180万
新桃园 6/6 100m2 3-1 精装 206万

星光域 17/电 3室2厅2卫 124m2 纯毛坯含汽车位 310万净
天山花苑 10/电 2室2厅 98m2纯毛坯车库10m2 169.8万
万达华府 6/电 四开间南141m2纯毛坯 276万净【不满2】
世濠花苑 7/11层 3室2厅2卫 133m2 品牌精装车库13m2 269.6万
凤凰汇25/电3室2厅2卫纯毛坯151m2【学区房】 488万净
新桥苑5 /6层 3室阳光厅2卫 145m2 精装车库15m2 248万
吴中豪庭 17/电 2室阳光厅 92m2品牌豪装拎包入住 236万
濠西园 1/车库 3室南L厅 135m2精装南车库28m2 2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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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三中旁二楼 60.2m2 258万
中天府邸 1-2楼 214m2 店铺 400万
濠南路 1-2楼 123m2 店铺 560万 租25万/年
东赵家巷 1-4楼 320m2 560万
湾子头车库店面 27m2 78万 租2万/年
华晨大厦 10楼 150m2 150万 租4万/年
王府大厦 107m2 住宅 330万

关注公众号ntpzzj更多资源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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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二附三中三学区房：丽景花园中高层/电梯 建158m2+31m2车库 470万净
1912 7/11楼 建143m2+车位 毛坯 310万净
佳丽秀水（启秀学区房）10/电梯建162m2精装好 305万
东赵家巷（三中学区房）4/4楼 上39/下93m2+南车库30m2房子比较新精装 255万
绿墅湾15/电梯 140m2复式 实际面积可达180m2毛坯 236.8万各付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3/6楼 建65m2精装 2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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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2020注会全国统考拉开大幕
苏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成为入场“标配”

专家提醒重视乳腺体检
40周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一次

还记得去年登上央视《星光大
道》的那位名叫顾锦玲的准八旬老
人吗？最近，她为一项赛事忙得不亦
乐乎，由她和汪林生等舞友精心承办
的2020第三届“琅濠秋韵”全民健身
体育舞蹈集体舞展演&友好对抗赛
于本周一精彩举行，活动吸引了近
600名省内外业余好手参赛。

顾锦玲今年78岁，2001年涉
足体育舞蹈，牵手这项时尚运动以
来，顾锦玲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
得诸多荣誉，当然收获更大的是甩
掉了“病秧子”这顶帽子。“这些年
来，我体会到体育舞蹈带给我的人
生红利，经常出去比赛也结识了不
少舞友。五年前，我和舞伴汪林生
在一次交流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
把市内外舞友们邀请到一块儿，通
过活动的形式切磋舞艺、交流感情，
岂不更好！汪林生很赞同我的想
法，于是我们一拨人就干起来了！”

2016 年，由市体育舞蹈协会
主办的南通市第一届“江海之春”
体育舞蹈大型联谊盛会一炮打响，
各方来宾的一片喝彩让顾锦玲深
感欣慰。2018年下半年，她在崇
川区体育总会、崇川区老年人体育
协会的支持下，趁热打铁推出“琅
濠秋韵”全民健身体育舞蹈集体舞
展演&友好对抗赛。“推出这项比
赛，是对‘江海之春’这类纯展演活
动的补充，这样就形成了每年举办
两次比赛活动的惯例，上半年是

‘江海之春’，下半年是‘琅濠秋
韵’。如今两项赛事活动的规模一
届比一届大，以‘琅濠秋韵’为例，
今年参赛人数比去年翻一番，比赛
设置了摩登、拉丁、休闲舞、民族舞
四大类20多个小项。”

汪林生告诉记者，为了办好两
项比赛，顾锦玲吃了不少苦，两个多
月前就开始筹备了本届“琅濠秋韵”

比赛，拉赞助、邀请参赛选手、落实
比赛场地，每个环节都得跟进，费用
有缺口就自己贴钱填补。“已经举办的
4届‘江海之春’和3届‘琅濠秋韵’，她
贴补的现金、奖品价值约10万元。”

“每次办比赛活动，‘折腾’数月
不说，自己还要倒贴钱，为什么愿意
做这种‘亏本’事？”面对记者的提
问，顾锦玲笑了，她说：“自己累一点，
让各地舞友们多了一个交流技艺的
机会，也扩大了南通体育舞蹈运动的
影响力，相比起来，我还赚了呢。”

本报记者王全立

为各地舞友创造交流技艺的机会

四年来她贴补10万元举办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