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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80万
时代悦城 9/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装潢 298万
公园南苑 6/电 2/1 98m2+16m2（车库） 172万
青青家园连体别墅 1-3层+地下室 350m2毛坯未住人 535万
物资大厦办公楼 独立大半层 744m2 268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房）2/车 3/2/2 136m2+8m2（车库）精装 3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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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和中介
永兴佳园 5/6 91m2 2-1 车11m2 毛坯 155.8万
隆兴佳园 5/6 67m2 2-1 车11m2 毛坯 110万
光明东村 3/6 60.2m2 2-1 简装 130万
中港城 3/电 130m2 3-2 有车位 263万
姚港路附31号 2/6 79m2 2-1 精装 160万
外滩北苑 6/6 80/117m2 3-2 车30m2 180万
苏建阳光城 中层 90m2 2-1 精装 17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 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虹桥新苑 5/6 三室二厅 122m2 车库17.5m2 豪装 设施齐全 195万
光明嘉苑 6/11 二室一厅 87.5m2 车库12m2 毛坯 265万
万濠禧园 9/11 四室阳光厅 153.5m2 车库17.5m2精装未住 390万净
天安花园连体别墅 1-3/3 295m2送地下室100m2平 豪装 前后各100m2院子阳光房 1258万
南通壹城 1-3/3 连体别墅 238m2+101m2地下 产权车位2个 院子大 第一排 有钥匙 760万
优山美地 11/11门对门 2套打通 280m2大平台100多m2精装 2个汽车位 5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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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濠南君邑 10/16层2室半100.5m2 精装二附启秀学区房340万
万科白鹭郡 双拼别墅 1-3层165m2 含车位2个 575.8万
福景苑 11/电 3室2厅 1卫125m2 车库8m2 毛坯 218.8万
华强城 7/电 3室2厅1卫 131m2 精装 250万一口价
星光域 5/6层 4室2厅2卫 158m2 毛坯车位一个 500万
德诚翰景园 6/电 4室2厅2卫 141m2 精装急卖 262.8万
静海府洋房 纯底楼130m2 精装院子80m2 含车位 410万
皇家花园 30/33层 4室2厅2卫 141m2 毛坯含车位 306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

光明东村5/车 2-2 104m2 南车30m2 精装 空学位 228万
光明西村5/6 2-1 80.18m2 简装 159万
光明南村3/6 2-1 80m2 车6m2 精装 空学位 203万
青年路新村2/4 2-1 57.18m2 简装 160万
江东广场6/车 楼中楼 68/122m2 南车库22m2 装修 248万
城南新村 4/6 2-1 59m2 车6m2 简装 96.8万
裕丰广场2x/ 电 3-2-2 170m2 简装 360万
光明东村6/7 1-1 48m2 简装 空学位 120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翰林府 洋房中上层／电梯(城中三中双学区)172m2 豪华装修 售价820万
急！急售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32号：3／车库建164m2+11m2车库精装好户型景观很好 460万
华强城中层/电梯 建167m2 运河景观 户型很好 5室2厅2卫 368万
印象公馆 32/34楼 建94m2毛坯满2年 270万
天虹花园 4/车库 建138m2+14m2车库毛坯 255万
花半里 13/电梯 建121m2毛坯 255万
急！急售华强城17／电梯建125m2 可见运河 景观房 就卖到这个月底 毛坯 236万净

无忧谷房产
湾子头 1F 27m2 车库店面租2万 76万
濠南路 1F 123m2+70m2阁楼 580万
城北家园 27F/电 133m2 毛坯房 248.9万
中海碧林湾洋房 2F 140m2 毛坯 330万
华强城多套、高层洋房 出售
望江楼 1F 76m2 已隔5间出租10万/年 360万
中南公寓 18F 72m2 出租中 66万
先锋工业厂房 22亩 7000m2厂房 2800万

中天福邸3-3号
18932222179 85532728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城北家园 27/28 133.5m2+11m2 毛坯 降价急卖 248万
王府大厦 X/电 187m2 三学区四间朝南景观房 455万
王府大厦 2X/电 215m2 三学区南北通透 555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可隔二层 原价338万降268万
濠南路旺铺 124m2 原价580万现降490万
望江楼 底楼带五间店面 三学区年租金十万 急卖368万
藏珑 X/电 96m2 高档小区精装拎包入住 329万
湾子头 3/6 70m2 车库5m2 双学区 310万

东宝房产 望江楼6号楼
18751300199 18862947639

王府大厦 90m2 三学区房 285万
文峰干休所 4/6 74m2 285万
文峰干休所 114m2 2/6 4-2 320万
文峰花苑 4/6 128m2 南车库另算 350万
银花苑 66m2 4/6 280万
万象东园 4/6 64m2 家电全新地铁口 115.8万
黎明花园 4/库113m23/2库10m2 新装满五 218.8万
1912 中/电128m2 3/2/2坯车位运河景观 3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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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日、3日车票也
非常紧缺

昨天一早，记者来到南通火
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感觉到旅客
多了起来，“五一”出行序幕已经
火热开启。与清明小长假相比，

“五一”假期客流成分以旅游流、
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但呈现出行
范围更广、出行时间更灵活、假日
日均客流量更大的特点。

“补偿式出行”需求释放，黄
金周“迁徙式旅游”盛况或将重
现。南通站党总支书记缪俊杰
说，这几天南通火车站单日客发
量就已近9000人次。根据预售
票情况，截至27日下午，南通站
4月30日预售超1.8万人次，5月
1日当天预售已超1.7万人次，5
月5日预售已超1.2万人次。假
日期间，南通站单日客发量有望
创下疫情之后单日新高——2万
人次。

“五一”期间，南通站热门客
流方向为南京、上海、汉口、杭州、
济南、太原、西安、洛阳、北京等旅
游城市。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

“五一”假期，从4月30日至5月
5日的6天时间，铁路客流发送量

将持续保持高位，5月2日、3日期
间，南通到南京、杭州、北京等热门
城市的车票也非常紧缺，不少线路
一票难求。因此，铁路出行的旅客
一定要提前购买好出发和返程车
票。

南通至南京增开中
午、晚上两趟班列

值得一提的是，南通至南京的
火车，无论是平日还是节假日都是
热门线路，特别是周末期间，车票也
常常“手慢无”。

铁路部门根据旅客发送和预售
票情况，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期
间，宁启线上增开南通往返南京的
旅客列车2对，南通站的发车时间
分别为中午12点38分和晚上7点
34分。目前，这两趟车尚有足量余
票可以选择。

“每天早晨8点之前的车票，相
对比较宽裕，大家可以避开高峰时
段，购买这个时段的车票。”缪俊杰
为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支招”。此
外，假日期间，为应对突发客流，铁
路部门还将采取动车组列车重联运
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增加
运力和席位。同时，根据客运大数
据分析，持续跟踪火车票预售情况，

适时启动应急方案。

“南通站”和“南通西”
不要走错

“有些旅客会走错车站。”记者
走访南通站和南通西站时，工作人
员透露，高峰时期，一天甚至有几十
名旅客会走错火车站。特别是假日
期间票源紧张，一旦临近登车检票时
才发现跑错了，很有可能耽误行程。

缪俊杰说，南通市区有两个火
车站，分别为“南通”和“南通西”。

“南通”站位于崇川区北大街，“南通
西”站位于通州区平潮，两站相距较
远，旅客务必要认清票面标注的站
名，不要跑错车站。一旦发现失误，
可前往人工窗口或登录12306官方
APP改签当日车次。

铁路工作人员提醒，购买车票
最好登录“12306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官方网站，或者下载12306
官方APP。完成实名注册后，即可
查询每日班次、实时余票等，一旦出
行计划改变，退改签也更便捷。此
外，具体列车开行情况请以车站公
告和12306官方公告为准；假期旅
客出行高度集中，乘车当天适当提
前出门，为市区交通、进站安检和实
名制验票等留足时间。记者彭军君

晚报讯 五一假期将至，小车
免费通行、探亲出游集中，高速公
路将迎如织车流。我市交警部门
预测，4月30日下午，苏通大桥
就将迎来出行高峰，5月1日车流
量将达到假期峰值。

今年五一假期自5月1日至
5月5日，共5天。根据《重大节
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
案》，高速公路针对7座及以下车
辆免收通行费用，时间为5月1
日0时至5日24时。南通境内高
速公路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在节
日首尾时段继续实行货车限时错

峰通行政策，即黄牌货车在4月30
日12时至5月1日22时，5月4日、
5日8时至22时禁止通行苏通大桥
和崇启大桥，而危化品运输车假日
期间全时段禁止通行两桥。

江苏交警预测，全省高速公路
4月30日（假期前一天）18点至5
月1日（小长假第一天）1点交通压
力较大，5月1日9点至12点为高
速出程拥堵高峰，返程5月5日（小
长假最后一天）14点至18点高速
拥堵程度较高。我市境内高速公路
中，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易拥堵。

“4月30日中午过后，苏通大
桥就将迎来由南往北方向的大流
量。”市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大队
长张龙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假
期前期由南往北方向的大流量将
持续至5月 1日，预计4月 30日
苏通大桥全天车流达 12.8 万辆，
较8.5万~9万辆的日均车流增长明

显，而5月1日车流或摸高13.8万
辆，为此次假期的最大车流。5月
2 日、3 日，大桥车流将有所回
落，日均12万辆左右。节日返程
高峰将出现在5月4日、5日，预
计大桥车流量将分别达13.3万辆、
13.2万辆。“车流高峰时，我们将
视情采取临时关闭高速入口、借用
应急车道通行等措施。”张龙提
醒，行经苏通大桥时密切关注车道
通行灯指示和电子情报板信息，服
从指挥、有序通过。

节日出行，安全第一。南通交
警提醒广大司机，五一出行前，全面
检查车况，了解行车路线路况及天
气变化情况，尽可能避开高峰通行
的路段和时段，出行时全程系好安
全带，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
速行驶，遇缓慢通行或交通拥堵时
请依次通行、有序排队。

记者张亮

晚报讯 由于天气原因，今年白
蚁的爆发期比往年晚了近一个月，
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我市白蚁活
动日趋活跃。近日，记者从市白蚁
防治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已陆
续收到多户市民白蚁报治申请，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报治量逐渐加
大，预计5月上旬为集中爆发期，广
大市民应提早做好防范。

白蚁主要以植物纤维素和木质
素等为食，主要取食危害家中的木
质家具、地板、门框，以及书籍、布
匹、纸张等，对电线、电缆等也有一
定的蛀蚀危害。

南通临江靠海，气候温暖湿润，
十分适宜白蚁的生存繁殖，而每年
的3至6月为我市白蚁主要的分飞
繁殖期，主要危害种类为黄胸散白
蚁和黑胸散白蚁。黄胸散白蚁的出
飞期一般为3至4月，黑胸散白蚁
出飞期为5至6月。市白蚁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可通过以下
方法预防白蚁：1.多给房间通风透气，
保持室内干爽；2.多清理房间杂物，特
别是含木质纤维的物质，不给白蚁筑
巢的空间；3.在白蚁分飞季节（我市
主要为每年的3至6月），要关好纱
窗，防止室外白蚁繁殖蚁飞入室内。

市白蚁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提醒
广大市民，居民家中一旦发现白蚁，
千万不要用雷达等杀虫剂灭杀，出
飞的白蚁本身危害性不大，防治关
键在于隐藏在深处的工蚁和蚁后，
一旦擅自使用杀虫剂，刺激性气味
会引起白蚁的转移扩散，影响专业
人员的灭治工作。如发现白蚁可及
时与市白蚁管理中心联系（电话：
85898159），市白蚁管理中心将提
供专业的咨询与服务，及时安排技
术人员上门进行蚁害的勘察和治
理，为广大市民营造良好宜居环
境。 通讯员张文童 记者李慧

晚报讯 即日起至7月15日，
我市集中力量开展主城区夜间噪声
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夜间
违法产生噪声污染行为，切实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噪声扰民问
题。这是4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
新闻发布会透露的信息。

近日，有群众通过市政风行风
热线反映，崇川区宏景大厦南侧工
地、工农南路政务中心南侧道路、
0513酒店等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问题。第一时间，市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局联合崇川区生态环境局突击
检查相关工地，对3处工地噪音问
题进行了处置。

为建立健全夜间噪声管理长效

机制，减少夜间噪声污染，杜绝违法
施工和活动噪声，提高人民群众满
意度，我市开展主城区夜间噪声污
染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分为3
个检查组，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
公安局、城管局、住建局、市政和园
林局等职能部门，崇川区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等属地政府参与。其
间，市级检查组将不定期集中组织
力量开展暗访检查，依法快速从严
查处，并曝光一批噪声超标扰民违
法行为，对违法产生噪声污染的单
位实施严格处罚，对多次违法经监
督处罚仍拒不改正的列入失信单
位进行管理。

记者吴霄云

我市“五一”铁路出行售票火爆
京宁杭等热门路线车票一票难求

五一假期苏通大桥将迎大流量
视情采取临时关闭高速入口、借用应急车道通行等措施

“最热五一黄金周”已在路上，截至昨天下午，南通出发热门线路已
经“一票难求”。根据预售票情况，今年“五一”假期，南通火车站单日客
发量有望破2万人次大关，创下“后疫情”时代单日客发的最高纪录。 我市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夜间噪声污染

我市即将进入白蚁出飞高峰期
广大市民应提早做好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