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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大厦办公楼 独立大半层 744m2 268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96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房） 2/车 3/2/2 136m2+8m2（车库）精装 365万
二附学区房 2/5 2/1 63.97m2 装修 26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幸福人家 3/电 2/阳光厅 90.5m2+29m2（南车库）精装 156万
濠西园 3/6 3/2 127m2+18m2（南车库）装修 216万
德民花苑 1/车 3/2/2 129m2+21m2 (车库) 装潢 2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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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世纪花城 2楼 三室阳光厅 151.5m2 豪装 阳光充足 328万
光明东村 2/6 四室阳光厅 170m2豪装 南汽车库35m2空学位 位置好 380万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实际面积150m2南车库37m2豪装中央空调地暖 325万
名都广场 5/18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江景苑 1/18 三室一厅 125m2车库11m2毛坯 有钥匙 超低价 阳光充足 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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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广场 2/6 二室一厅 77m2中装 空学位 2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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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碧林湾 2/电 130m2 3-2 毛坯 含车位 212.8万
光明新村 6/6 67m2 2-1 楼上自建二间 132.8万
春晖花园 4/电 140m2 3-2 精装 车7m2 288万
佳成花苑 1/车 135m2 3-2-2 北车库15m2 248万
姚港路附31号 6/6 80.24m2 毛坯 136.8万
香溢紫郡1/电 62m2 1-1 可改二室 精装修 120万
任港路口 中层/6 102m2 3-2 中装 180万净

桐墅湾21/22层2室2厅98m2 品牌精装【三中空学位】 330万
中海铂樾府11/16层4室2厅3卫175m2品牌精装【楼王】650万
白家园3/6层2室半72.5m2简装【二附启秀空学区房】275万净
东景国际12/20层66m2新品牌精装两层实际面积120m2 78万
和兴花苑3/6层2室1厅83.5m2精装双阳台车库7.5m2 318万
文峰北苑5/6层3室南双阳台121m2精装车库12m2 339.8万
富贵园3-4层4室2厅2卫199m2豪华装潢二附学区房 580万
中南熙悦5/电2室2厅90.19m2第一排开发商精装 18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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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秀星河城 3F/6F 4-3-1 190m2+32m2车库 268万
友谊家园 7F/11F 2-2-1 112m2 268万
森大蒂 1/车 4-2-2 160m2+22m2车库 405万
银花苑 2F/6F 2-1-1 69.84m2 276万
新港花苑 9F/11F 2-1-1 84m2+11m2车库 175万
钟秀路南方公寓 2F 233m2 毛坯 租10万/年 280万
观音山中桥名邸 3F/18F 3-1-1 126m2+12m2 208万
郭里园 2F/6F 2-1-1 63.18m2 155万

裕丰大厦x/电 2-1 112m2 精装 258万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装修 350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精装 328万
光明东村3/6 3-1 7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55万
江景苑 1/电 2-1 91m2 车12m2 毛坯 166万
中南大厦x/电 办公用房 877m2 精装 498万
江东广场3/车 3-2 122m2+车库15m2精装 启秀空学位 268万
朝晖花苑2/车 3-2 130m2 中装 车22m2 阳光好 265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名郡广场1Ｘ/18楼 建186m2精装 470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5/5楼 上50/下79m2 精装很好 有合用车库 空学位 280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白家园5楼建66m2 现代装修空学位 26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6/6楼 建75m2 简装小孩上4年级 230万
学士府中上层/电梯建109m2+10m2车库 毛坯 225万
家和花苑5/车库 建120m2+15m2车库 中装 192.8万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房：光明南村4/6楼 建48.6m2 小孩上初一毛坯 130万净无大税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85532728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综艺大厦 23/25 50m2 市中心精装酒店式公寓 60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层高4米9 268万
濠南路店铺 124m2 498万
佳期漫花园洋房 6/8 120.5m2 二次精装 四室二厅二卫 320万
绿城兰园底楼 125.2m2 高档小区地暖中央空调阳光足 310万
王府大厦 X楼 90.7m2 朝东三学区房 280万
王府大厦 1X/30 183m2 朝南精装景观房 538万
王府大厦 2X/30 215m2 南北景观房 5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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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提供场地帮我
解决苗木盆景安置问题，不料却变
了卦。现在，还有数千盆景无法进
场，而且一批苗木受冻造成损失。
我又急又愁！”1月 13日，65岁的
陈德林站在自家庭院内指着一盆
盆尚未“搬家”的盆景，心急如焚。
昨天下午，记者采访崇川区天生港
镇街道新闸村党委书记邵济龙时，
他表示，提供场地只是临时过渡，因
涉及消防通道问题，不能向陈德林
继续提供。

家住新闸村的陈德林是当地的
“盆景大户”。“前不久村组拆迁，我
积极响应。”陈德林说，“经过新闸村
和福利村党委书记协商，他们决定
帮我解决盆景安置事宜，先解决园
内3000多盆，并在村委会院内辟出
一块区域，让我制作大棚摆放盆
景。随后，从去年9月下旬到12月

中旬，我加紧制作大棚并搬运，安置
了约1200盆。可是，上月16日下
午，村领导和城管却责令停工，理由
是阻碍消防通道。”

陈德林认为，如果阻碍消防通
道，为何不事先说明？由于不能及
时安置，经他统计两次寒潮中已冻
死小苗400株左右，损失约3万元，
另有一批成型苗木受损。

“万一再来一次寒潮，剩余的数
千盆盆景再冻死怎么办？再有，已
造成的三万元左右经济损失，谁来
补偿？”陈德林向记者说道。

为进一步了解此事详情，当日
下午，记者采访了崇川区天生港镇
街道新闸村党委书记邵济龙。

“陈德林反映的问题并不准
确。”邵济龙介绍，“拆迁工作开展
后，我们想方设法挪出村委会的场
地，作为临时过渡性场所，帮助他

解决盆景苗木安置的燃眉之急。
该发放给他的苗木盆景搬迁费用
我们已经写在拆迁合同里，经测
量，陈德林院里院外摆放盆景的面
积约350平方米，而我们村委会提
供的面积已有500多平方米，够不
够他摆放那些‘精品盆景’？按陈
德林的说法，他种植的400多株小
苗被冻死，是在哪里、怎么冻死
的？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从我们
了解的情况来看，陈德林是想用我
们村委会的场所做种植基地，这怎
么可能呢？更何况目前他准备进
场的盆景苗木确实已经妨碍了消
防通道，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这种行
为说‘不’。”

记者了解到，目前，涉事双方就
“盆景安置事件”还在进一步沟通协
商中。

记者周朝晖

晚报讯 俗话说，一个女婿
半个儿。但家住启东的龚某，却
被自己的女婿张某前后骗去569
万余元。记者13日从启东法院
了解到，该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张某因犯诈骗罪、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10.3万元。诈骗同案
犯张某磊、常某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一年
二个月，并被处不等罚金。

张某在岳父龚某的机电设备
公司从事营销工作。2019年 4
月，他向龚某谎称，自己去山东潍
坊某石化公司洽谈项目，该公司
曾与龚某有业务往来。2019年
11月，张某指使张某磊冒充石化
公司采购人员刘某。2020年 6
月，张某又指使常某假扮石化公
司的考察人员，先后到龚某公司
进行考察，虚构采购人员要吃回
扣、银行承兑汇票补差额、公司行
政部门收取罚款、考察费、保证金
等理由，从岳父处骗得569万余
元。其中，张某磊涉案数额172

万余元、非法获利5000元，常某涉
案数额 4万余元、非法获利 1700
元。得手后，张某将骗来的钱款用
于挥霍和还贷。

不但诈骗岳父的钱，张某还伙
同朋友伪造房产证欺骗家人。
2019年 5月，他以做生意为由，欲
抵押其妻子名下某处房产向银行贷
款。因担忧被家人发现，张某与朋
友杨某(另案处理)商议，伪造假房产
证蒙骗家人。之后，杨某将委托他人
伪造的房产证交给张某，张某支付制
作费并将伪造的房产证交给岳父保
管。经启东市自然资源和环境规划
局证实，该不动产权证书系伪造。

启东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张某
磊、常某骗取他人财产，其中张某、
张某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常某犯
罪数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
任。张某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已构成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应追究
刑事责任。

通讯员倪栋威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海安一男子见工地
电缆疏于管理，便钻空子伙同他
人盗窃收赃“一条龙”，最终落入
法网。记者13日从海安法院了
解到，随着上诉期的过去，该院审
结了这起盗窃案。被告人王某、
赵某、张某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至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不等，并处罚金。

2019年8月，王某与从事废
旧品收购的张某事先合谋，由王
某负责盗窃电缆线，张某提供作
案工具断线钳2把，并负责收购。
其后，王某伙同赵某先后来到海
安市多处拆迁工地，以断线钳剪
断电缆线的方式盗窃作案3起，窃
得各类型号的电缆线合计 161
米、快速液压导线钳1只，并将所
窃电缆线均按约定销售给张某。

经鉴定，被盗电缆线价值合计

8500余元。案发后，三人共同赔偿了
被害方的全部损失，取得对方谅解。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赵
某、张某共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综合
考量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
表现及监管条件，对其均可适用缓
刑。法院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提醒，工地施工电缆为有
主物，盗窃行为即侵害了他人权益，
有时候更是严重影响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安全与进度，切莫为了一点
蝇头小利触犯刑法。

通讯员沈星杏 记者王玮丽

记者13日从如皋法院了解到，
该院对一起涉3530只斑鸠、麻雀的
特大刑事附带民事“猎鸟案”作出一
审判决。首犯罗某、周某数罪并罚，
分别被判处一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胡某等8人被判处
拘役一个月至有期徒刑六个月不
等，邵某等4人被判处罚金三千至
四千元，上述14人与另外4名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共计赔偿野生
动物生态资源损失105.9万元。

贪念起，弹弓瞄准林中鸟

家住兴化市的罗某练得一手好
弹弓。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某与罗
某相识，两人贪心渐起，将弹弓瞄准
了麻雀、斑鸠等野生鸟类。

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期
间，罗某、周某多次夜间至兴化市的
树林内采用强光手电照射、弹弓、钢
珠击打的方法，非法猎捕斑鸠、麻雀
等野生鸟类共3530只。

二人开始向胡某等饭店经营者
或厨师进行兜售。野鸟流入餐桌，
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此
过程中，罗某共得赃款6774.5元，
周某违法获利20672.5元。

雷霆至，滥食链条一朝灭

2019年9月，罗某在树林内非
法猎捕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经立案
侦查，罗某、周某、胡某等十余人形
成的非法猎捕、出售、收购的野生鸟
类利益链条浮出水面，非法狩猎者

罗某、周某及非法收购、销售野生动
物者胡某等16人相继落网。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
周某违反狩猎法规，采用禁用的
方法，非法猎捕麻雀、斑鸠等野生
鸟类共3530只，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
罪。罗某、周某明知对方非法狩猎
的系野生动物仍然互相代为销售，
胡某等12人明知麻雀、斑鸠等系非
法狩猎所得野生动物而予以收购，
均达50只以上，均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综合各被告人相关情
节，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文中
当事人皆为化名）

本报通讯员郑森林
本报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一位市民在使用医保
卡进行刷卡结算时，意外发现账户
资金数额与原有积存数额不符。
随后，市民向南通市政府公共服务
中心 12345 服务热线反映此事。
12日，记者从政府热线了解到，账
户余额发生变化是因为退休人员
的大额医疗救助资金征缴方式有
所调整。

反映此事的市民说，几天前，他

查看自己医保卡上的结算余额时发
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预划款为
1028元，但是，他此后去药房购药
刷卡结算时，发现仅有818元，被莫
名其妙扣除了210元。这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儿？

政府热线12345在线平台工作
人员接到市民反映后，迅速与市医
保中心进行了联系。工作人员作出
解释：退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扣除

210元（自费补充保险60元+照护
保险30元+大额医疗救助120元）
主要用于大额医疗救助资金征缴。
因企业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退
休人员的大额医疗救助资金征缴方
式调整，由原来的按月扣缴（每人每
月10元）调整为一次性扣缴（个人
缴纳每人每年120元），每年1月1
日预划全年个人医疗账户的同时一
次性扣缴。 记者周朝晖

种植户认为对方临时变卦，村委会表示只是让他临时过渡

数千盆景如何落脚引发纠纷

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何有变？
退休人员大额医疗救助金改为一次性扣缴

捕杀买卖野生鸟类3530只

数名被告赔偿105万面临牢狱之灾

伙同朋友诈骗岳父近570万巨款

“戏精”女婿获刑十年

到工地盗窃收赃“一条龙”

三被告因偷电缆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