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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公元 89m2 毛坯 小三房 楼层好 南北通透 能达公园旁 142万
碧桂园（能达）93.07m2 精装 满二 拎包入住 三房朝南 155万
绿地新里城 90m2 精装 好楼层不靠高架 总价低 145万
雅居乐 100m2 毛坯 中上层无遮挡 167万
世茂公元 67m2 现代精装修刚需两房 楼层好 满二 能达公园旁 126万
华润橡树湾 85m2 精装修 全套红木家具 两房 楼层好 满二 168.8万
华润橡树湾 141m2 毛坯 次顶楼 视野开阔 225万
华润橡树湾 85m2 毛坯中层采光好 开发区居委会旁 150万

碧桂园 首排 123m2 含一个产权车位 开发商精装修未住过 200万
橡树湾 中层 87m2 满两年 毛坯方便装修 150万
林肯公园 92m2 开发商精装 中层 160万
万科翡翠公园115m2中上层 开发商精装 180万全款
林肯公园 114m2 中层精装 190万
时光漫城 92m2 精装中上层 楼王位置 158万
世茂新界 毛坯 121m2中上层 采光很好 181万
橡树湾 毛坯 满二 中间层 采光特别棒 149.9万

顺和房产 开发区橡树湾55幢104室
13485115123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锦安花园 4/6 2/2 89m2+12m2（车库）精装潢 165万
金石大酒店 2X/电 1/1 68m2 高档精装 拎包入住 68万
虹桥南村 5/6 2/1 54.07m2 装潢 79.8万
公园南苑 6/电 2/1 98m2+16m2（车库） 155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68万
滨江丽景 3/9/电 3/阳光厅 136m2+15m2（车库）高档装潢 268万
城市之光 14/18 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青青家园连体别墅 1-3层+地下室 350m2毛坯未住人 535万

久和中介
光明东村 1/6 79m2 3-1 简装修 151.8万
濠西园 2/6 129m2 3-2 南车库25m2 简装 222.8万
南山国际 中层/电 134.8m2 3-2 毛坯 230万
名都广场 高层/电 164.9m2 3-2 精装 435万
新建路新村 3/4 63.2m2 2-1 小车库 140万
城北家园 19/26 95m2 2-1 车13m2 毛坯 142万净
北朱家园 2/6 90m2 3-1 简装 小车库 1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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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花园 12/15四室二厅 166m2 精装 五期 景观房 499万
严家巷店面 1-2/2 108m2 附院急诊旁边 朝西 位置好 328万
虹桥新西村 3/6 二室一厅 车库8m2 中装 129万
虹桥新苑 5/6 三室二厅 122m2 车库17.5m2 豪装 设施齐全 195万
怡居北苑 1-2/2商业用房 楼下40m2 楼上108m2 租65000元/年
东方鑫乾大厦 2/5 665.35m2毛坯 实际700多m2 出租25万/年 800万
濠滨花园 9/11 三室二厅 126.7m2车库8m2汽车位1个 豪装 3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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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港新村 6/6层 2室1厅65m2 精装【未住人】 急卖88万
华威园 1/车库 2室南简单装潢71m2【实验小学】 168万
郭里园 3/6层 2室1厅66.5m2 中档装潢【三中学区】 130万
瑞丰花园 2/6层 3室一厅101m2 车库8m2 160万净【无税】
江海名苑 中上层 3室2厅2卫157m2 精装【二附学区】 598万
帝奥世伦名郡 15/18层 3室2厅2卫135m2 精装含车位 308万
银花苑 1/6层 2室1厅 66.3m2 毛坯【有院子】 190万
星光域洋房【有电梯】4/6层4室158m2含两个车位纯毛坯488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空学位：名都广场1x/电梯建165m2精装清爽 435万
华强城10/电梯 建167m2 阳光无遮挡 能看到运河 320万净无大税
星光域中层/电梯建133m2阳光很好无遮挡毛坯 280万
南山国际24/30楼 建143.5m2 5室2厅2卫 240万
万科濠河传奇6/电梯 建90.44m2 精装很好阳光好 230万净
颐景苑5/电梯建115m2+17m2车库毛坯 急需用钱急售 210万
世濠花园12/18楼 建126m2 车库14m2 毛坯 202.8万

无忧谷房产
南园路 3/6 77.8m2 精装 双学区 265万
濠南路 6/6 49.5m2 精装 双学区 特价 195万
人民中路 3/5 57m2 中装 三学区超低价 218万
学田协力苑 2/6 117.5m2 中装 车：22.4m2（三中学区）248.8万
文峰新村 4/6 85m2 简装 双学区性价比高 248.8万
湾子头 6/6/69.4m2 中装 车5m2 双学区 特价 245.8万
城南新村 3/6 68.5m2 简装 诚心可议 110万
万通城 3/电 73m2 精装前排无遮挡 128.8万

中天福邸3幢103号店面房
85583001 13962971703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921619305

望江楼 4/7 45.5m2 稀缺小面积三学区 总价低210万
郭里园 3/6 68m2 户型好 三中空学位 135万
东苑小区 2/7 72m2 有车库 三学区 空学位 270万
王府大厦 中/电 141m2 稀缺三房南 景观房 三学区 诚售420万
融悦华庭 20/电 楼王85m2 车库15m2 毛坯 138万
华强城四期 167m2 10/电 运河景观房 超低价 320万净得
花城三期商铺 77m2 层高4.9 稳定租金 268万

王府大厦 多套好房出租出售 欢迎来电咨询

东宝房产 望江楼6号楼
18751300199 1886294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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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山公寓135m24/5 车库 21m2简装 185万可议
学田117m2 2/库3/L 南库23m2 249万可议
1912中/电 128m2 3/2/2含车位运河景观 325万
望江楼 3/7 精装69m2 288万
九里香堤电梯洋房 200m25/电毛坯含车位 458万
文峰新村 107.5m2 4/2 底楼大院子 330万
文峰北苑148m22楼精装修全配3800/月居家公司均可
黎明花园113m23/L中层新装2年库10m2 210万

晚报讯 11 日，由市中
心血站联合中狮联江苏代表
处艺家人队、舵手队、向日葵
队、如意队举办的主题为“红
色行动 为爱守护”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在江苏华业纺织有
限公司举行。狮友企业江海
肆玖俱乐部、江苏爱心房地产
代理有限公司、南通市营销学
会、华业科创园职工以及新胜
社区群众纷纷为爱心献血，齐
力为生命续航。

当天，江苏华业纺织有限
公司董事长阚进遂来到活动
现场，他和妻子张菊芳共献血
800毫升。迄今为止，阚进遂

累计献血 17 次，其中全血
4700毫升、血小板8个单位；
张菊芳累计献血5次，共计全
血1900毫升。在夫妻二人的
爱心感召下，他们的侄子也参
与了无偿献血，热血家风一脉
相承。多年来，阚进遂不仅
自己坚持公益事业，还号召
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用实际
行动支持通城无偿献血事业
的发展。

本次活动中，市无偿献血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也非
常给力。他们一边为献血者
答疑解惑、科普无偿献血知
识，一边无微不至地给予献血

者人文关怀。他们是无偿献
血先行者、示范者，是义无反
顾的宣传大使，还是无偿献血
的“引路人”。

截至下午3点，共计38人
成功献血13600毫升，6人进
行造血干细胞留样。此次“红
色行动”也是“江苏省无偿献
血宣传月·南通站”系列活动
之一。下一步，市中心血站将
继续拓宽宣传渠道，积极发动
团体单位和公益性组织对无
偿献血工作的支持，保障通城
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全。

通讯员马淳浠
记者冯启榕

晚报讯 11日晚，由南
通艺术剧院原创的舞剧《冰
语》在更俗剧院上演。

《冰语》是我市重点文艺
精品扶持资助项目之一，以南
通艺术剧院的歌舞团为基本
班底，力邀两获文华奖的著名
编导孙跃颉担任编剧、总导
演，著名芭蕾舞演员、国家一
级演员王韵和焦洋领衔主演，
历经一年的筹备与编排。《冰
语》根据身患渐冻症、毕业于

北京舞蹈学院的南通籍舞者
葛敏为原型而创作，是南通艺
术剧院继话剧《解冻》之后，再
次将葛敏的故事搬上舞台，也
是我市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原
创舞剧。该剧讲述了年轻舞
者白冰没有向命运低头，用强
大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让缺
憾的身躯拥有无憾的人生，诠
释了生命不息、梦想不止的进
取精神。

记者徐培钦

晚报讯 2021年江苏省
纺织服装行业服装设计制作
职业技能竞赛、2021“江苏工
院杯”江苏省纺织服装院校服
装设计大赛决赛暨2021“一
带一路”院校学生服装设计国
际邀请赛，于11日在江苏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比
赛以“东方印象”为主题，共收
到全省34所专业院校的872
幅作品，其中31个系列作品
进入决赛。

决赛展演现场，年轻的设
计师用他们的畅想和实践向

观众传递和演绎着服饰世界
的“东方印象”。经过激烈角
逐，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陈秋
霞、魏权训；无锡工艺职业技
术学院桂宇煊、张玉获得金
奖；江苏理工学院、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学院如东分院、江苏
省宿城中等专业学校、苏州工
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等4所
学校选送的作品获得银奖。
大赛还评选了优秀搭配奖4
组、优秀创意奖4组、优秀工
艺奖5组。 通讯员夏爱萍

记者王全立

他们为爱挽袖为生命加油
38人成功献血13600毫升

小小厨师 大显身手
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厨艺大赛昨日举办

晚报讯 昨天，由南通市
教育局主办，南通市少年宫、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承
办的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厨
艺大赛成功举行。

本次厨艺大赛一些同学
的作品中加入了党建元素，让
菜肴在传播美味的同时，具有
一定的教育意义。据了解，本
次厨艺大赛的举办，不仅贯彻
落实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还

响应了“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
育”的要求，提高全市广大少
年儿童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全
市20支参赛队的小选手们在

“冷拼制作、热菜制作、主食制
作、设计说明”四个环节的比
拼中做了精彩的展示。他们
精巧的作品构思、娴熟的厨艺
技能、精美的造型设计，博得

了评委和现场观众们的啧啧
称赞。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南
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获
得团体特等奖，如东县实验中
学代表队获初中组特等奖；张
謇第一小学代表队选手李延
吉等三人获小学组最佳小厨
师称号，如东实验中学朱静蕾
等三人获中学组最佳小厨师
称号。 记者沈樑

关爱“渐冻人”

原创舞剧《冰语》上演

T台呈现“东方印象”
省纺织服装院校设计大赛在我市举行

《
冰
语
》
舞
台
现
场
。
徐
培
钦
摄

晚报讯 8日，市区青年
中路（易家桥——工农路）中
压燃气管网改造碰接顺利完
毕。记者从大众燃气公司了
解到，新铺设的PE管采用全
焊接管材，相比原先的灰口
铸铁管，使用时间长安全可
靠性高。

“青年中路下面铺设的老
旧灰口铸铁管已使用30年之

久，这种管道稍微扭动变形就
容易开裂。”大众燃气公司工
程管理人员介绍，由于管线是
一段一段连接起来的，时间长
了接头容易老化，加上天然气
到来后气质发生变化，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该路段的老旧燃
气管网改造势在必行。

此次改造施工管线总长
度约2.4千米，施工难度大，改

造工作分期进行。为确保管
道施工完成后路面能及时得
到恢复，大众燃气公司前期多
次与交警、市政部门进行沟
通，细化施工方案，确保道路
及时恢复交通。大众燃气公
司工程管理人员表示，新铺设
的PE管安全可靠性更高。

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朱余水

青年中路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毕
新铺设的PE管安全可靠性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