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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
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拍卖
南通市锦安花园40幢206室及车库15室。

本标的拟进行两次拍卖，当次拍卖流拍
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的，后续
拍卖自动取消。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9日
10时至2020年6月10日10时止，起拍价：
150万元，保证金：1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28日
10时至2020年6月29日10时止，起拍价：
120万元，保证金：12万元；

该拍卖物详细信息及竞买人条件均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有意竞买者请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
理竞买手续。本公告同时视为对拍卖标的
享有抵押权及优先购买权人、案件当事人的
通知，请上述人员自行登录淘宝网了解详
情。咨询电话：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0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
拍卖南通市桃坞路8号附02室。

本标的拟进行两次拍卖，当次拍卖流拍
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的，后续
拍卖自动取消。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9日
10时至2020年6月10日10时止，起拍价：
301万元，保证金：4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28日
10时至2020年6月29日10时止，起拍价：
240.8万元，保证金：36万元；

该拍卖物详细信息及竞买人条件均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有意竞买者请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
理竞买手续。本公告同时视为对拍卖标的
享有抵押权及优先购买权人、案件当事人的
通知，请上述人员自行登录淘宝网了解详
情。咨询电话：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0日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
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拍卖
南通市军山花园26幢501室、阁楼01室。

本标的拟进行两次拍卖，当次拍卖流拍
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的，后续
拍卖自动取消。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9日
10时至2020年6月10日10时止，起拍价：
340万元，保证金：51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6月28日
10时至2020年6月29日10时止，起拍价：
272万元，保证金：40.5万元；

该拍卖物详细信息及竞买人条件均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有意竞买者请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
理竞买手续。本公告同时视为对拍卖标的
享有抵押权及优先购买权人、案件当事人的
通知，请上述人员自行登录淘宝网了解详
情。咨询电话：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0日

南通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自然资规出告网
（2020）第16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
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0日

表1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
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
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
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
续。咨询电话：0513-59001186、59001958。

表2

地块
编号

M20208

地块位置

苏通科技产
业园江泰路
东、海维路

北侧

用地
性质

工业

产业门类

塑料制品业

用地面积(平
方米)

16656.93

容积率

≥1.2且≤
2.0

建筑密度
（%）

≥40且≤60

绿地率
（%）

≥12且≤
15

投资强度（万
元/亩）

≥400

出让年期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0

起挂价(元/平
方米土地)

384

地块编号

M20208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2020年6月11
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2020年6月
15日上午11时止

南通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自然资规出告网
（2020）第17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
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0日

表1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
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
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
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
续。咨询电话：0513-59001186、59001958。

表2

地块编号

M20209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2020年6月11
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2020年6
月15日上午11时止

地块
编号

M20209

地块位置

长泰路东、幸
余路北

用地
性质

工业、
商业

产业门类

工业标准厂
房（都市工业
综合体）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51924.04

容积率

工业用地容积
率≥1.5；2.0≤商
业用地容积率

≤2.1

建筑密
度（%）

≥40

绿地率
（%）

=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400

出让年期(年)

工业用地50
年，商业用地

4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50

起挂价(元/
平方米土地)

465

南通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自然资规出告网
（2020）第15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
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0日

表1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
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
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
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
续。咨询电话：0513-59001186、59001958。

表2

地块
编号

M20207

地块位置

苏通科技产
业园云龙湖
路东、海维路

北侧

用地
性质

工业

产业门类

造纸和
纸制品业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0264.20

容积率

≥1.0
且≤2.0

建筑密度
（%）

≥40
且≤60

建筑系数
（%）

≥50

绿地率
（%）

≥12
且≤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50

出让年期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50

起挂价
(元/平方米土地)

384

地块编号

M20207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
2020年6月11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0年6月1日起，
2020年6月15日上午11时止

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许多
企业来说，订单减少，裁员降薪，令人意
外的是，位于如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威格（江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反
而出现了逆势增长。

“提前部署发展规划，把重心转战
国内市场，努力转危为机，在逆境中突
围。”公司负责人说。

瞄准内销“调转船头”
“两条腿”走路订单全线飘红

作为一家主要生产低压以及中高
压电机的外资企业，威格电气拥有成熟
的生产供应链，产品 60%远销德国、意
大利、日本等国家。

嵌线、绑扎、整形、压装、喷漆、包
装……近日，在威格电气的生产车间
里，4条流水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在各
自工作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赶制
即将运往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200万元
订单产品。

“2月 11日开始复工复产，开工后
两周复工率便达 100%。基本上是满负
荷运转，一季度订单跟去年同比增长了
14%，产值9000多万元。”公司总监宗鑫
介绍，国际疫情对企业生产确实带来了
不小的冲击，但公司订单依然保持了快
速增长。

新增订单从何而来？宗鑫告诉记
者，冷静思考后，企业开始布局“两条

腿”走路战略，外销方面，通过每天跟国
外分支机构举行视频会议，加强与大客
户、老客户的沟通联系，根据客户的产
品需求相应地调整；内销方面，面对防
护机械需求增加，适时调整经营方向，
大力开拓国内市场，每周主攻一个项目
型订单。“今年国内最大的项目订单有
1500多万元，总量比去年增加40%。”

紧握研发“尚方宝剑”
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殊时期，接得到订单，造得出产
品，这种战斗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宗鑫认为，这是公司近年来持续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转型升级的结
晶。“这两年，我们投入300多万元，进行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提高
15%，生产成本降低30%，今年还继续投
入500万元，推进机器换人。”

在自动化加工区，一张张定子冲片
被机器人抓起，经过叠压成型后，形成
定子铁芯。宗鑫拿起生产线上一个刚
组装完的定子介绍说，定子就相当于
电机的心脏，也是整个产品最具核心
竞争力的部分。“我们的生产工艺跟
竞争对手比的话，生产效率要高出
40%，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 1500 万
元，研发投入比行业领先，目的就是保
证整个产品设计水平和工艺水平处于
国际领先。”

苦练内功“强筋健骨”
抗压“大考”中逆势翻盘

“疫情就是一次大考，考过了就是
机遇，考不过就是危机。”宗鑫说，威格
电气这次能够在疫情淘汰赛中跑赢，并
不是偶然。

“今年疫情订单没有受影响，跟我
们立足长远狠抓降本增效密不可分，每
个部门每年都有降本的目标，比如，技
术部主要是在产品的设计上，进行技术
革新，使成本进一步降低；工艺部门从
自动化改造、升级模具等方面来提高生
产效率。”宗鑫说，这些都是为了降低综
合成本，因为综合成本降低之后，企业
的抗压能力才会更强。

眼睛向内挖潜，不断通过革新创
造利润，有了盈利，威格电气不断加大
研发投入，持续给企业发展赋能。从
去年开始，他们启动工厂自动化升级
项目，新建车间今年 6月份即将投入
生产，可实现流水线上多个生产环节
的自动化，届时无论产品品质还是生
产效率，都将会有新的跨越式提升。
宗鑫透露：“今年公司还将投资 6000
万元，用于机器人的智能化改造、MES
制造执行系统的升级以及屋顶光伏发
电，年销售额预计达到 6亿元，增幅预
计在30%。”
本报通讯员 陈嘉仪 本报记者 杨新明

警方公开征集
犯罪线索

有效举报最高奖励5000元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

安）昨天，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公开征
集陈晓东、李荣等人违法犯罪线索，凡
提供有价值的犯罪线索并查证属实
的，按照举报线索价值对举报人奖励
2000元至5000元。

近日，市公安局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中发现，以犯罪嫌疑人陈晓东（男，
1979年生，南通市崇川区人）、李荣（男，
1979年生，南通市崇川区人）为首的犯
罪团伙，该团伙涉嫌多起违法犯罪，现
多名团伙成员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为彻底查清其全部违法犯罪事
实，深挖余罪，市公安局现向社会公开
征集陈晓东、李荣等人相关违法犯罪
线索，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
发，联系人：张警官（联系电话：
18816265988）。凡提供有价值的犯罪
线索并查证属实的，按照举报线索价
值对举报人奖励 2000元到 5000元。
公安机关将严密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
息及人身财产安全，对打击报复举报
人的行为将依法严惩。

警方同时正告涉嫌该犯罪团伙的
成员认清形势，唯有尽快投案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丁亚林 袁福祥）“五
一”过后，老 204国道第二期改造路段施工也正式启
动。昨天，记者从如皋公路事业发展分中心获悉，截至
目前，该项目施工标志设置到位、施工单位进场，正式
进入全面改造施工阶段，预计国庆节前完成改善工程
并恢复通车。

老204国道处于如皋市中部，纵贯如皋南北向，是
连接G40和南通的主干线，是如皋市重点民生工程，也
是城北街道、如城街道、城南街道、下原镇、九华镇等镇
区（街道）招商引资致富路。该路自2018年起，分三年
改造为黑色路面，此次启动的为第二期改造路段。

据了解，今年的改造范围为林吴线长庄路口至蒲
黄线路口，总长5.185公里，改造内容包含路面改造、排
水设施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照明设施完善和绿化提
升。如皋公路分中心会同公安交警部门、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对该路段全封
闭施工期间车辆绕行线路进行科学疏导，实地勘察绕
行路线，同时实现路网信息与导航实时更新，对《施工
现场管理方案》《交通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的审查
到位，完成施工许可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可）昨天，南通开发区举办“点赞
中国之治”主题理论宣讲大赛，16位选手结合自身实
际，讲述了开发区的故事，阐释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发挥理论宣讲凝聚人心、
鼓舞人心、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南通开发区举办此次
理论宣讲大赛，既展现开发区社会治理的成就，也继续
挖掘一批“百姓名嘴”。“接到参赛通知很激动，我在社区
遇到不少体现‘中国之治’的故事，正好可以融入演讲之
中。”来自竹行街道星怡社区的社工施佳慧介绍说。

今年，南通开发区结合党员冬训工作，为“百姓名
嘴”提供专业学习提升平台。通过不断培养吸纳全区
各类演讲比赛获奖选手，逐步发展成以名师为引领，
以年轻社区骨干力量、退休老教师、企业文化宣讲员
等百名百姓名嘴为主力军的“1+100”理论宣讲团，形
成“1×100”的宣讲成效。

近期，国内多省市不断加大对不合格海砂打击和整治力度，南通情况如何——

严防死守，对不合格海砂说不

位于如皋开发区的威格（江苏）电气订单不降反增，年销售额预
计增幅30%——

抗压“大考”中实现逆势翻盘

老204国道
二期改造路段施工启动

预计国庆节前恢复通车

挖掘“百姓名嘴”

南通开发区举办
理论宣讲大赛

未经脱氯处理的不合格海砂，一旦
违法流入市场进入应用环节，将造成严
重后果。近期，国内多省市不断加大对
不合格海砂打击和整治力度，江苏也采
取不少防控动作。那么，南通情况如
何？昨天，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黄砂市场供不应求

海砂冒充江砂屡有发生

4月中旬，在南通建筑行业，一则拍
卖公告引发各方关注：南通海关罚没一
批黄砂，进行公开拍卖。这批存放于如
皋港苏中国际码头堆场的黄砂，最终被
处置单位南通海关所委托的南通尚东拍
卖行有限公司成功拍卖。

而在此前，曾有人质疑这些黄砂有
可能是海砂；而南通建筑专业人士则表
示，这是误传。在建筑市场热度不减、持
续火爆状况下，作为基础性建筑材料，采
自长江中的黄砂，一直供不应求。

有利益，就有非法牟利。一些不法
人员浑水摸鱼、鱼目混珠，利用未经淡化
处理的、成本低廉的海砂冒充江砂，追求
利益最大化。

可怕的是，这些未经淡化处理的海
砂一旦流入建材市场并在施工中使用，

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曾经接到举报

职能部门为此展开查处

“目前在启东建材市场、一些堆场和
混凝土搅拌站内，有个别预拌砂浆企业私
下违规使用未经脱氯淡化处理的海砂。”
家住启东市的张先生等人，曾通过本报新
闻热线，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接报后，本报记者迅速将相关情况
向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监站转
达。质监站负责人调查反馈说，经对启
东境内具有资质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展开
全覆盖检查，检测表明，确有一家违规使
用的海砂没有经过脱氯淡化处理，含氯
量超标。最终，该单位被依法处罚。

省外已经拉响警报

各地展开专项整治行动

建筑行业的业内人士注意到，近期，
天津、安徽等多省市，陆续爆出有海砂通
过水运进入当地。不夸张地说，建材安
全“警报”频频拉响。

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近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建筑工程违规使

用海砂的通知》，发现建筑施工现场违规
使用海砂的，应立即责令停止使用，并限
期整改，拒不整改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
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确保建筑
工程用混凝土符合要求。

安徽也明确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排查和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动。

福建海事局针对海上非法采砂，协
同省海洋与渔业局、省公安厅等展开联
合执法行动。

防不合格海砂流入

江苏地处关口责任重大

治理海砂，江苏一直在行动。去年11
月，江苏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治理
违规海砂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文
件明确了经信、国土、公安、交通、水利、海
事等11个部门联动打击违规海砂运输、流
通、使用全过程的职责。文件还要求对所
有海船运输的砂料进行氯离子含量检测，
要求先检测后卸货、先检测后放行。凡检
测不合格的砂，一律不予卸货、进闸。

有专家指出，江苏省横跨长江入海
口，是防止海砂进入长江流域的第一线，
甚至是“最重要”的关口，因此，杜绝违规
海砂进入、运输、滥用，江苏责任重大。

南通一直严防死守

专项检查常抓不懈

南通的海砂流入现象，主要集中在
启东、海门等沿海地区。

“打击非法使用未脱氯的海砂，我们
常抓不懈，”昨天下午，启东市城乡和住
房建设局质监站董站长介绍，“去年以
来，在南通市住建局领导下，我们配合新
型墙体材料发展中心，已经对两家违规
使用海砂的建筑企业予以处罚。”

“针对不合格海砂专项整治，我们已
开展两年多时间，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
期抽查的方式，每个月的上旬和下旬分
别组织两次，目前已达 100多次。在检
查方式上，采取的是‘双控’，即控制‘生
产源头’和‘施工现场’这两头，对查实的
企业不但依法依规处罚，还公开曝光。”
董站长说。

建筑行业，百年大计。作为一个濒
江临海的城市，不合格海砂流入建筑市
场要引起全社会的警惕，混凝土企业一
定要自律，坚决不用违规海砂，海事等部
门要切断非法采砂和运输渠道，全社会
众志成城，为建筑之乡创造新的辉煌。

本报记者 周朝晖

昨天，工作人员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军山脚下的河
道中清理水草。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国少有的地处
城市中心附近的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10.8平方公里。
夏日来临，公园内绿意盎然，美不胜收。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