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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8
日10时至2020年2月11日14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户名：启东市人民
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拍卖河
北省唐山市路南区西新东楼区域搬迁改造工程
项目（一期）（渤海豪庭）7幢 4单元102、302、
402、502、602、702、802、902、1002、1102、
1202、1302、1402、1502、1602、1702、2002、
2202、2402、2502、2602、2702、2802室房地产，
房屋用途：成套住宅，总层数：33层，房屋建筑面
积均为172.97平方米。

市场价（协商价）均为247万元,起拍价均为
173万元，保证金均为18万元,增价幅度均为
5000元。（第一次拍卖）

竞买申请办法：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登录淘
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先在淘宝网上开设账
户，缴纳足额保证金，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

注意事项：若流拍,以后的拍卖程序将在前
一次拍卖流拍之日起30日内启动,本院不再另
行在报纸上公告,起拍价、保证金和增价幅度等
内容,敬请关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咨询电话：
13962835700、15716285938。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0年1月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机场大道互通连接线(江海大道东延一期)工程上
跨段快速路已具备通车条件，预计2020年1月20日对
外开放交通。由于该地段的地面辅道尚未完工，货车、
拖拉机、摩托车、非机动车不好通行，依据南通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申请，根据目前交通工程建设、交通路网等
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自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
8月底，对通行S335圩亭河桥至兴东路口段的货车实
行远端绕行、近端掉头的交通管制措施。届时，客车、
轿车可通过高架双向行驶，货车远端选择新世纪大道、
石金线、G345、机场大道、S225（通富北路至龙盛大道
段，四号桥路口开通行证）、龙盛大道、钟秀路、人民路、
青年路等道路绕行；拖拉机、摩托车、非机动车就近选
择道路通行。

特此通告!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1月11日

关于对通行S335圩亭河桥至兴东路口段
货车等实行绕行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

通公交[2020]2号

广告

时间：周一至周日均有专家坐诊，节假日无休
地点：门诊楼三楼医学美容科 咨询电话：85126179 85126826

通卫中医广（2019）第003号

南通市中医院
医学美容科，开展各项医美诊疗项目

美容外科：各种眼、鼻、乳房
等整形手术；瘢痕整形；体表肿物
（色素痣、囊肿、脂肪瘤、睑黄瘤
等）精细手术；注射美容（肉毒素、
玻尿酸）；腋臭微创手术等。

激光（皮肤）美容：祛斑（雀
斑、老年斑、咖啡斑、黄褐斑等）；
血管性皮肤疾病（毛细血管扩张、

血管瘤、血管畸形等）；体表肿物
激光切除；瘢痕激光治疗；痤疮、
痘痕痘印；脱毛；嫩肤；收缩毛孔；
祛除面部细纹；水光注射。

中医美容：痤疮的中医中药
治疗（火针、中药面膜等）；面部皮
肤色素沉着；面部轮廓塑型；面部
皮肤提升等。

用心成就美丽，专业值得信赖
定期邀请上海九院整形专家、教授前来会诊

科普科普——医学美容知多少医学美容知多少 医技前沿

（通）医广【2019】第01-02-001号

南通市肿瘤医院
发挥三甲医院优势
彰显肿瘤专科特色

86710522咨询、
预约电话

广
告

市肿瘤医院内镜中心拥有专职内镜专家
团队，开设胃肠镜诊疗室（包括超声内镜检查
室）、支气管镜检查室、复苏室等，拥有全球最
高端的奥林巴斯290、260主机各2台及电子
胃肠镜、电子放大内镜、超声内镜、氩气高频电
刀、射频治疗仪、C13幽门螺旋杆菌检测仪等，
是我市目前规模最大的内镜中心，集内镜诊断
和微创治疗为一体，常规开展内镜下黏膜剥离
术、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消化道息肉内镜下摘除
术、内镜下止血术和内镜下置管术、消化道狭窄
扩张及支架置入术等手术。中心还配备内镜洗
消中心和先进的追溯系统，保证每一位患者的
检查安全。

陶冶

遗失公告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遗失南通日报
社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代
码：3200171320，号码：17467658，开
票项目：宣传费，金额：50000元，声明
作废。
▲杜朝品遗失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医师
编码：200612110320000024210，发证
日期：2012年4月，声明作废。
▲吴春林遗失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签订的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
安置协议，号码：2014版0001742号，
声明作废。
▲吴峰遗失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发
票，票号：5931578,金额：1263.53元，
特此声明。
▲吴峰遗失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发
票，票号：6074819,金额：877元，特此

声明。
▲施文韬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B320458121，声明作废。
▲沈依伊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R
320079202，声明作废。
▲南通久洁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遗
失华润置地（南通）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13 日 开 具 的 收 据 ，号 码 ：
0000170，金额：5000元，事由：履约保
证金，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城中冲永烟酒经营部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320624580913935，声明作废。
▲ 黄 宏 学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22197612255002，声明作废。
▲南通市老年大学遗失南通市级非税
收 入 票 据 领 用 记 录 簿 ，税 号 ：
320601467544095，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59000797 59000798 办理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南通市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夜深人静时，一汩汩漆黑的有毒
化工废水从企业私设的暗管中排出。
作案手法隐蔽，参与人员众多，内部分
工明确……1月3日凌晨，市生态环境
执法局经前期排查，历时20多天蹲
守，终在启东某企业查获重大环境违
法行为现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惊人的举报

前不久，市生态环境局接访人员
像往常一样，打开举报记录：2019年
12月10日，有人反映启东市某化工
园区内的一公司“每天晚上十一二点
左右，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管网向附
近河道排放”的字样赫然眼前。

虽然尚不能确定真假，但这样的
举报信息还是让接访人员十分震
惊。近年来，南通环境执法持续保持
高压态势，在规范开展“双随机”日常
检查的基础上，坚持突击检查、交叉
检查、专项行动、联合执法“四个常态
化”执法，环境违法的大案、要案明显
减少，借雨水管偷排污水如此恶劣的
行为，在近年全市查处的案件中并不
多见。

当日，市生态环境执法局成立专
案组，并将举报信息限定在专案组内
人员知晓，安排专人值班，一旦再有举
报信息就直奔现场。

有准备的等待

根据举报信息，企业再次偷排时
会提供信息。专案组耐心地等待了两
天，但举报人似乎“消失”了，并未主动
与执法人员联系。

在此期间，执法人员调阅了被举
报企业近年环境状况，主动了解企业
信息。据查，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
初，主要从事医药生产，是2019年度
南通市重点排污单位。同时发现，该
公司2017年以来，先后多次受到税
务、环保等相关部门处罚，仅2019年
罚款就高达100余万元。

迟迟未等到举报人消息，市生态
环境执法局决定主动出击。去年12
月13日，专案组人员决定会同监测部
门对该公司进行突击夜查，为了确保
赶上偷排时间，专案组特意选择深夜
11点半出发。

当晚，专案组对企业申报登记的几
个排口进行核查，最终执法人员在公司
厂区北院墙外废旧雨水管道内，发现了
深黑色废水残留。但由于无法确认黑
水属于生活污水还是生产废水，加之调
查时企业并不在排水，为避免打草惊
蛇，办案人员决定按兵不动，在对现场
证据进行固定后，随即撤离现场。

不知是不是察觉到了风声，企业

很久都没有动静。专案组陷入了漫长的
等待……为保证随时出击，在常规执法
排班的基础上，专案组5名同志专门排
出了值班表，2名领班8天一轮换，3名
专案组成员3天一轮岗。然而，从12月
13日开始，将近20天的时间，企业没有
一点动静。长时间的值勤待岗，让专案
组成员疲惫不堪，但谁都没有松懈。

深夜的狙击

2020年1月3日凌晨，值勤的执法
人员忽然接到举报人打来的电话：“企业
正在偷排，速来现场。”突然而至的消息，
让执法人员兴奋不已。

在联系值班领导及检测机构后，专
案组当班的一行3人随即向企业赶去。
凌晨两点多，办案人员扑到了现场。

一根粗大的排水管正“哗哗”地向河
道排水。顺着水管逆行而上，水管从企
业外墙延伸出来。在软管源头，一台提
升泵在企业废水原水池里马力全开，正
在“呼突呼突”地作业。废水正是从这
里打出来的。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
企业的胆大妄为还是让执法人员大吃一
惊。随即，采样人员在软管排口河道附
近、软管出水口以及企业偷排废水池等
点位进行了采样。期间，接到消息的属
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人员也赶至现
场，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当地公安部门。

开始，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企业相关
人员沉默不语、守口如瓶。专案组3名
同志都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但在这群
狡猾的违法人员面前，却无可奈何。

依法精准打击

当然，即便是“零口供”也难不倒环
境执法人员，用证据说话。

当晚调查，办案人员从污水操作工
着手，在对方陈述中发现了端倪，循线
追踪，并由此锁定并取得了实施违法行
为的关键证据。随后，办案人员对企业
经理、环保总监等人逐个调查，初步固
定了案件事实；同时监测机构也传来了
消息，污染物中检测出“二氯甲烷”有毒
物质。

2019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卫生健康
委制定了《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
批）》，二氯甲烷就位列其中。根据有关
司法解释，暗管偷排有毒物质将会构成
刑事犯罪。

此时，案件已不再是环境行政处罚
案，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污染环
境犯罪。经过当地公安机关食药环侦
部门的连夜追捕，目前包括企业负责人
在内的7名污染环境犯罪嫌疑人已被公
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彭军君

昨天，港闸区
陈桥街道民政办联
合育爱村在陈桥中
心幼儿园开展“满
‘面’春风，‘鼠’你
最棒”非物质文化
遗产面塑主题活
动。南通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罗彬教孩子们
捏出栩栩如生的小
老鼠造型作品，以
传统民俗文化方式
喜迎新年。

通讯员 严勇伟
记者 任溢斌摄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昨天一早，强浓
雾笼罩南通。市气象台于昨天早上6时52
分升级发布大雾红色预警信号，昨天中午
12时26分，大雾红色预警信号解除，但部
分地区的能见度仍然不高。受天气影响，
昨天南通往返长沙的航班被取消。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12日受风力
影响，北方污染物颗粒被输送到南通，导致
我市出现重度污染，加上前天夜里到昨天
上午，相对湿度较大，风速较小，最终出现
了浓雾天气。据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
天早晨，我市仍有雾或浓雾，市民出行一定
要注意安全。

根据最新的天气资料来看，未来冷暖
空气均较为活跃，我市天气晴雨相间，短期
天气较好，早晨气温较低，15日后期到16
日前后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广大市民朋
友们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做好安排。

作案手法隐蔽，参与人员众多，内部分工明确——

二十多天守候，我市破获环境违法大案 每逢佳节倍思亲，丰盛年货尽孝心。12日，如东
县长沙镇陆河村91岁的刘德和大伯看到小儿子刘生
华的一群战友来了，立即跑出门外，把拎着年货的一群

“兵儿子”领到家里。
“生华牺牲30多年了，你们待我就像亲儿子一样，

大事小事都牵挂在心上。”刘德和乐滋滋地说。
来到硬骨头六连卫生员欧阳林烈士家中，战友

们向80岁的烈士父亲欧阳福一一递上年货。欧阳
福拉着儿子的战友走进去年装修的房子：“没有你
们出钱出力装修，我也住不上新房子，冬天也用不
上空调。”

“逢明牺牲了，他哥哥肝癌走了，你们就是我
的亲儿子。”苴镇街道办事处金凤村 15 组 92 岁的
季永珍大娘看到“兵儿子”采购的年货喜笑颜
开。她说：“有你们照顾，我年年过得开心，还想
活到 100岁。”

1984年7月，如东300多名优秀儿女奉中央军委
命令，跟随一军开赴老山参加自卫还击作战，1985年6
月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但刘长
林、徐寿如等18名战友血洒疆场。

“要是谁为国尽忠，活着的战友就为谁尽孝。”战
场凯旋，战友们铭记猫耳洞里的那一句承诺，自觉挑
起照料牺牲战友父母的义务，尽管他们中有的至今还
在坚守国防，有的转业到杭州、北京等地，有的在家务
农，但他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自发捐款建立爱心基
金，用于慰问烈士父母亲和帮助解决生活、就医等方
面的困难。

活着的战友替牺牲战友尽孝，今年进入第36个
年头。2016年10月，如东籍老山战友群体当选中国
好人。 本报记者 徐爱银 杨新明

本报讯（记者任溢斌）“今年的灯会规模更大，互
动性更强。”昨日，港闸区唐闸古镇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对外发布消息，“遇见唐闸·金鼠送福”第二届唐闸灯会
将于1月25日至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
八）开放，每晚与观众见面。

去年首届唐闸灯会反响热烈，不仅丰富了唐
闸人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还对扩大唐闸古镇
影响力、树立古镇旅游品牌形象起到了很大作
用。为此，唐闸古镇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决定举办
第二届灯会。

“我们在古镇运河两岸悬挂了普通灯笼及特色造
型灯，供各位游客欣赏。”古镇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考
虑到灯会期间，游客较多，此次的灯会主要地点为
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三新池、张謇广场，分为免费灯
展区域和收费精品区。游客在观灯的同时，还能品尝
美食，欣赏令人震撼的打铁花表演。“定于正月十六晚，
在汤家巷水街的河道中举办放河灯活动。放河灯祈福
活动起源于旧时送灯习俗，在传承其‘追思祖先，祈求
五谷丰登’传统意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增加了祈福的
新内容。”

考虑到观灯高峰期车流量会很大，主办方在唐闸
古镇设置了11个停车场，建议广大游客尽量从大生
路进入古镇灯会区域，自驾游客可直接导航至“唐闸
古镇1号停车场”。

履行一句承诺进入第36年——

如东老山老兵
给烈士父母送年货

唐闸古镇灯会春节迎客
相较去年规模更大，互动性更强

昨天强雾笼罩南通
今晨仍有雾或浓雾

（上接A1版）要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见效，今年尤其要聚焦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任务加强监
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尽锐出战、善作善
成。要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
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
题，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
织、每个岗位上。要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
上运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
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
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要通过清晰
的制度导向，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
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
正气。要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
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
长、脱颖而出。要集中解决好贫困地区
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
题，精准施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问题，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特
别是贫困县摘帽情况的监督。要深入整
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
势力的“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

“绊脚石”，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
纪违法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
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
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
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对党的十
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
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必须严肃
查处、严加惩治。要坚决查处各种风险
背后的腐败问题，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
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加强国家
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查处地方债务风险
中隐藏的腐败问题。要坚决查处医疗机
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建立和强化
长效监管机制。要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监
管制度。要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防止老问题复
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要加强对
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检查，完善任职回
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习近平指出，要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
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

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
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要
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推动形
成不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
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党性觉悟，
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既
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善
于做到“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合乎民心民
意，又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充分运用“四
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
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
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继续
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
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把党委（党组）
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
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
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要以党
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
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
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纪委监委要发挥好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中的作用，一体推动、落实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习近平指出，要用严明的纪律维护
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
要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
化日常督察和专项检查。要把制度执行
情况纳入考核内容，推动干部严格按照
制度履职尽责、善于运用制度谋事干
事。要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既追
究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也追究不用
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既追究直接责任
也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习近平强调，维护制度权威、保障制
度执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
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继
承对党绝对忠诚的光荣传统，做忠诚干净
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党中央制定
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批准监督执法工作规
定，就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
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各级党委要加
强对纪委监委的领导和监督，确保执纪执
法权受监督、有约束。纪检监察机关要在
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上作表率，牢固
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格
按照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下更大气
力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