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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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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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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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岁 1.80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素质高
男 46岁 1.75 未婚 单位办公室 月薪8000元 有车房 实在
男 50岁 1.73 离独 开厂 有别墅 宝马 随和
女 38岁 1.65 离独 个体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0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1岁 1.65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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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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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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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发布费独
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搬 家

晚报讯 “感谢法官体谅我的不便，下乡
来我们家将赔偿款送到我手中。”记者15日
从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执行局法官孙
国祥专程前往启东市新安镇，走进一起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受害人高某母亲家中，
当场办妥手续，将5万元执行款全部打入其
银行账户。

在这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受害
人高某已死亡，被执行人倪某也已被执行死
刑。根据生效判决，倪某应赔偿高某亲属
46000余元。被执行人倪某的妻子在该案审
理期间向南通中院预交了5万元赔偿款。案
件执行期间，孙国祥通过支云庭审系统与被
执行人倪某妻子谈话，其表示愿意将预交的
赔偿款全部给付被害人亲属，不再要求退还
余款。随后，法官多次通知高某的近亲属前
来法院办理领款手续，但此款一直未被领取。

今年8月，南通中院出台《关于开展执行
案款集中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对已经执结
但尚未发放的执行案款，逐笔核对案号及当

事人，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开发的执行暂
存款清理软件中逐项填报。方案要求对能够
发放的及时发放，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在
此案执行款的清理过程中，孙国祥得知被害
人高某的儿子在宿迁一家企业工作，请假来
院领取赔偿款不便，被害人母亲因病在床，来
法院领取赔偿款也不现实，于是就有了送执
行款上门这一幕。

据了解，自执行案款集中清理活动开展
以来，南通中院逐案逐笔建立了执行案款台
账，并坚持边清边发、分类处理的原则，认真
清理滞留法院账户上的执行暂存款，共发放
执行款项3100万余元。

“执行案款到账后不能滞留法院，及时到
达当事人手中才是对当事人最重要的保障。”
南通中院执行局局长杜开林表示，法院一定
会在相应款物执行到位后，及时有效地送达
当事人的手中，让当事人真正感受到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的力度与温度。

记者王玮丽 通讯员顾建兵 蔡明皓

南通中院开展执行案款集中清理
3100万余元及时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晚报讯 昨天下午，波光潋滟的紫琅湖
畔，由市国资委、市总工会主办的“勇当奋斗
者·建功新时代”南通市第二届职工文化节
健步走及趣味运动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市
30余支工会队伍共1000余名一线职工参
加活动。

沐浴着秋日午后的阳光，选手们健步出
发环湖行走约3.5公里。一边是碧波荡漾的
紫琅湖，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天然氧吧，浩浩荡
荡的健步队伍与湖畔风光和谐共处，成为一
道亮丽风景线。当天，除了全民参与的健步

行活动外，还进行了跳绳、投沙包、套圈、踢毽
子、托乒乓球跑等内容丰富的趣味运动会。

健步走和趣味运动是广大职工喜闻乐见
的文体活动，也是打造先进职工文化的重要
内容。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设计
的健步走线路和趣味运动项目，既突出了强
身健体的活动目的，也展示了南通创新区近
年来的建设成果，让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饱览美景、愉悦身心，既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智慧的较量，也是各单位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的机会。 记者彭军君

晚报讯 昨天，为期3天的“沙洲优黄
杯”第六届启东圆陀角风筝冲浪邀请赛在黄
金海滩风景区举行，30多位国内知名风筝冲
浪高手演绎浪尖之舞。大海上空五颜六色
的风筝与海浪间激情竞速的选手们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风筝冲浪，官方名称为风筝帆板，起源
于1998年的夏威夷，是一项借助充气风筝，
脚踩冲浪板的水上运动，是目前为止最为时
尚和火热的绿色海洋运动，也被称为最安全
的极限运动。

据了解，启东黄金海滩拥有全球罕见的
宽广平沙浅滩和常年稳定的季风气候，是近
年来公认的、国内最适合风筝冲浪新手学习
和高手进阶的场地，与福建平潭、海南三亚
齐名。本次比赛由启东市委宣传部、启东市
教育体育局、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启
东市文旅集团、启东市体育总会联合主办。

比赛中，选手们脚踩冲浪板、手拉滑翔
伞，顺着风势，在海面上做着一个又一个高
难度的挑战动作，疾驰、跳跃、空中旋转……
他们仅借助一顶充气风筝、一块冲浪板两样
东西，便在天与海之间乘风破浪、腾空而起，
像极了美丽的飞鱼。

据了解，自2015年起，圆陀角风筝冲浪
邀请赛到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主办方旨在打
造黄金海滩风筝冲浪赛事品牌，普及风筝冲

浪运动，使其成为圆陀角旅游度假区旅游新
亮点，为推动启东国际风筝冲浪赛事走向品
牌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打下基础。 记者黄海

“哇塞，我的风筝放飞成功了。”昨天上
午，如东县小洋口风筝放飞基地，当南通西藏
民族中学运动员仁增诺布渐渐松开放飞线，
168米长的龙串风筝迎风冉冉升起，这名来
自西藏的学生和其他运动员一样激动万分。

昨天，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300多名
选手带着各色的风筝，集聚风筝放飞基地如
东小洋口，一起放飞梦想，拉开了中国如东第
二十一届风筝会2020年全国风筝邀请赛暨

“小洋口旅游杯”江苏省风筝精英赛的帷幕。
“章鱼”“鳐鱼”“蝌蚪”“埃及艳后”“骏马

奔腾”，一只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半空中激情
飞扬，上下游走，左右摇曳，争奇斗艳，小洋口
上空成了风筝的海洋，地面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放飞20年了，今年第一次来小洋口，
‘金猴闹如东’就是我的参赛作品。”69岁的
安徽淮南风筝运动协会的马金美，一边展示
她的放飞技巧，一边得意扬扬地告诉记者。

尽管风力不到3级，5名运动员一齐发力，
一只58米长、580平方米的“远古三叶虫”腾
空起飞，吸引了观众和参赛者们的眼球。连
云港市风筝协会代表队的领队曹海强说：“这
只软体挂件风筝是今年初制作的，为全国最
大的三叶虫软体风筝，上个月在第三十七届
潍坊国际风筝会上夺得空中效果一等奖。”

700平方米的“金鱼”遨游空中，成为软
体风筝竞技场上的“霸王”。盐城追风者俱乐

部代表队领队王渝钧说：“科技创新赋能传统
风筝，玩得更开心了。”

当硬板串类风筝一开赛，一条条巨龙腾空
而起。双线运动风筝赛场上，风筝跳起了“空
中芭蕾”。上海、山东、山西等地的高手也拿出
看家本领，让观众一睹地方特色彩鸢的风采。

本次比赛由中国风筝协会主办，省风筝
协会、南通市体育局、如东县人民政府承办。
比赛为期两天，竞技项目延续往年的传统，其
中，全国风筝赛的比赛项目有传统风筝赛、现
代风筝赛、竞技风筝赛、地方特色以及夜光风
筝表演赛。

今年如东风筝会还举办了如东海湾野钓
耐力赛、杂技演出、小洋口温泉体验、抖音挑
战赛、国民体质免费检测和如东地方特色产
品展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开设群众放飞
区，供前来观看的游客放飞，让广大观众充分
体验南黄海旅游文化。

跨越万水千山，齐聚南黄海，听空中交响
乐。“中国风筝之乡”如东拥有106公里的黄
金海岸线，独特的自然条件、广袤的滩涂和适
宜的风力资源为放飞风筝提供了很好的条
件。迄今为止，如东风筝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20届，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风筝爱好者和游
客参加，成为开展全民体育锻炼、弘扬民族文
化、推动旅游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
本报记者杨新明 徐爱银 本报通讯员阚建斌

我市举办第二届职工文化节

为期两天的中国如东第二十一届风筝会2020年全国风筝
邀请赛暨“小洋口旅游杯”江苏省风筝精英赛开幕——

彩鸢竞舞如东小洋口

启东举行第六届风筝冲浪邀请赛
30多位知名高手黄金海滩演绎浪尖之舞

乘风破浪。 记者江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