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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口腔内存在的某些细菌
容易驻扎在牙齿表面，并且有产酸
耐酸的特性,我们称之为致龋菌。

据研究发现，儿童口内的细
菌主要来源于他的母亲或亲近照
顾者。因此，父母们在照顾宝宝
的时候，要注意卫生，避免亲吻宝
宝的嘴，宝宝使用单独的进食碗
具，以减少口腔细菌的传播。其
次，饮食和清洁习惯都对龋齿的
发生有重要影响。所以，爸爸妈
妈自己口内的蛀牙要尽早治疗
好，然后带上宝宝，每日早晚刷
牙，饭后使用牙线，保持口腔卫
生。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口腔检
查，保持口腔健康。

护牙小贴士
◇牙面上的致龋细菌是龋齿形成
的罪魁祸首
◇龋齿可能有遗传性,但未有明
确的科学定论
◇孩子的亲近照顾者的口腔细
菌,有可能传染给孩子

南通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咨询热线：89898905

儿童蛀牙是怎么形成的？

本栏目由南通市口腔医院特约刊登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

年7月1日10时至2020年7月2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 平 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
com，户名：海门市人民法院）对位于南
通市崇川区中江国际广场5幢907室不
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66.1万元，保证金7万元，竞
价幅度0.1万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二
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卖流拍的，则
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行变
卖；任一阶段成交的，则后续程序自动
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告
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海门市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6日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
年7月1日10时至2020年7月2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 平 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
com，户名：海门市人民法院）对位于南
通市人民中路141号1幢102室不动产
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754.768万元，保证金150
万元，竞价幅度1万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二
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卖流拍的，则
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行变
卖；任一阶段成交的，则后续程序自动
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告
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海门市人民法院
2020年5月26日

遗失公告

▲周志新遗失南通市城镇房地
产开发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3200171350，号码：
05139421，金额：270663 元，永泰
佳园22-305，声明作废。

▲贾梓昂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R320403788，声明作废。

▲林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收据一张，号码：1665059，金额：
61000元，声明作废。

▲朱玉平遗失与南通中南世纪

花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合同编号：008001，中南世
纪花城 43 幢 1 单元 14 层，总价：
2323995元，声明作废。

▲李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L320036596，声明作废。

▲南通久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中心支公司开具的车牌号为苏
F69200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号码：97271378，声明作废。

▲周海宁遗失南通中南新世界
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

产统一发票，代码：232001090116，
号码：01495976，金额：1149009元，
中南世纪城50-3309，声明作废。

▲陈守桂、薄海涛遗失南通世
茂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32001900105，号码：06237909，
金额：1014881元，新纪元商业广场
27#二单元1504，声明作废。

▲陈守桂、薄海涛遗失南通世
茂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32001900105，号码：06237908，

金额：70000元，新纪元商业广场

B1-B532，声明作废。

▲黄鲜迎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开

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3200153320，号码：17017632，金

额：458元，事由：安行两全安行意

外，声明作废。

▲袁雯君遗失警官证，警号

062886，声明作废。

▲陆梓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R320403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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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昨日，
记者从市治违办获悉，继去年《南通
市市区违法建设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实施办法》实施之后，市区违建治理
再下“猛药”，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市
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重心前置工作
指导意见》。今后，在市区范围内再
实施违法建设，不仅当事人会被追

究法律责任，该违建所处的小区物
业以及实施违建的装饰装修企业也
将被一并依法处理。

该《意见》明确了物业、装饰装
修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和要求。
物业服务企业要做到关口前置，对
违法建设行为，具有发现、劝阻、制
止和报告职责；要严格巡查管控，建
立施工材料机械出入登记制度、日
常巡查发现制度和及时劝阻报告制
度。政府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物业
服务企业准入退出机制，运用政府
采购、金融信贷、信用评级、诚信激
励、失信惩戒等机制，倒逼物业服务
企业自觉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装饰装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
违建产生的重要源头，要做到守规
自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严格遵守
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主动对有
违建念头的业主做好说服劝导工
作，拒绝向其提供违建相关服务。

街镇、社区以及综合执法部门
作为违建治理的主体力量，要协同
联动、条块结合，对新增违建“第一
时间”依法处置，对存量违建实行点
面结合，减量销号，构建协同联动的
强大合力。建立小区违建治理“网
格员制”，联合做好常态化巡查，发
现违建苗头及时进行劝阻、制止。
定期组织社区工作者、物业企业负

责人、楼道理事长等开展违建治理
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宣传培训。

在违法建设治理工作中，物业
企业和装饰装修企业将会承担哪些
法律责任呢？对此，《意见》要求，对
不履行或履行违法建设管控责任不
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实施违法
建设的装饰装修企业，将由综合执
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并将其纳入
违建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同时，《意见》还对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身份的违建当事人也作出了
具体规定，综合执法部门将在依法
查处违建的同时，将违建当事人抄
告所属组织部门和同级纪委、监委。

本报讯（记者李波）“目前三
名遇害南通人的遗体已全部找
到，善后工作也在同步处理。”昨
天，赞比亚南通商会会长宣亚标
告诉记者。

当地时间 24 日上午 9:00
左右，南通侨商顾裕斌位于赞
比 亚 首 都 卢 萨 卡 马 可 尼 路
（Makeni)29 号的仓库发生大
火，曹某、樊某、包某等3名南通
侨胞被人杀害。经过警方初步
调查表明，行凶的歹徒为两男
一女，均为赞比亚人。3人以进
货为由进入顾裕斌的仓库，先
用钝器杀害了樊某和包某，随
后将曹某带至与仓库前后院的

住宅内，实施抢劫后将其杀害，再
将其遗体拖入仓库后纵火焚烧毁
灭证据。当地警方已经抓获两名
男性嫌犯，另一名女性嫌犯在逃，
警方正在组织力量实施抓捕。

“案件发生后，赞比亚的南通
商会成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
警方保护现场，做好善后事宜处
理。”宣亚标痛心地说，“由于仓库
的面积比较大，现场的货物比较
多，当地消防部门动用了吊车、挖
机等设备，直到第二天下午第三名
遇害者的遗体才被发现，仓库里的
货物几乎焚毁殆尽，估计损失数百
万元。”

据了解，侨商顾裕斌来自海门
三星镇，于2000年来到赞比亚经
商，主要从事家纺行业销售，在南非
等地也有自己的企业，经常需要往
返于南通与赞比亚之间。此次不幸

遇害的曹某就是其妻子。“案件发生
时，顾裕斌带着儿子正好回到国内处
理相关事务，另外两名遇害人是其员
工，一个是通州姜灶镇人，一个是通
州川港镇人。”

由于仓库里堆放的多是易燃化
纤与纯棉纺织品，凶犯在纵火后产生
了大量浓烟，立刻引起了周边群众和
其他员工的警觉，其中一名凶犯被赶
来的人们控制在当场。另外两名凶
徒在逃窜过程中，将曹某的手机和监
控设备硬盘遗落在了仓库门口，这也
给当地警方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提
供了有力的线索。

“目前，赞比亚南通商会与当地
警方、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保持着密
切联系。顾裕斌父子已乘坐飞机前
往赞比亚，另外两位遇害者的家属正
在办理赴赞比亚签证，商会方面会继
续进行协调。”宣亚标说。

今年4月，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
共接电话285通，应急处置电梯困人
故障273起，解救被困人员364人。

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我市电梯困人故障数和困人率
连续两个月呈上升趋势。当月，全
市电梯困人率为每万台每天 1.5
起，与今年2月同比上升0.87起。

数据显示，4月全市共有9台电
梯发生两次及以上困人故障。其
中，位于海门国际车城的一台电梯
发生3次困人故障。

在4月应急处置的273起电梯
困人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
时14.3分钟，现场实施救援平均用
时1.3分钟。其中，救援人员到场时
间超过30分钟的有3起。对超时到
场的签约维保单位，市场监管部门
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行政约谈，有
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立案进行查处。

根据气象部门宣布，通城已于5
月20日正式入夏。吹空调吃西瓜
的日子来了，但随着气温攀升，电梯

“生病”的几率可能也会越来越大。

“电梯在超过一定温度时会启动
热保护，暂停运行，因此每年夏季都是
电梯故障的高发期。”市市场监管局相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如果电梯机房的
温度过高，会使控制设备在高温中出
现异常，此外，雷雨天气也可能会影响
到位于楼顶电梯总控制房的电子设
备。高温天气用电负荷过大引起的停
电，也会造成电梯困人。

虽然电梯夏季容易耍小脾气，但
被困电梯也不必过于恐慌。电梯有一
整套保护系统。而且电梯不是完全密

闭的，即使被困也不会有窒息风险。
不过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一多，温度就
容易上升，加上断电后无法散热，如果
情绪再一激动，很可能会中暑。因此，
一旦被困电梯，一定要保持冷静，通过
轿厢内的紧急通话装置联系使用单
位，或拨打96333等待专业人员救助，
切勿盲目自救，防止二次伤害。

特别提醒：96333因资源有限，仅
负责电梯困人故障的应急处置；其他
电梯咨询、投诉等问题，请与辖区市场
监管局联系。 本报记者 王玮丽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市人社
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昨天消息，根
据省人社厅通知要求，原定于6月
组织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
关系协调员、保安员的全省统一鉴
定，相关考试时间推迟，预计延迟
至9月中下旬，具体考试安排另行
通知。

已报名成功的考生，如因考试
推迟原因申请退费，可联系原报名
经办机构进行退费，其中个人网上
报名成功的考生请联系市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进行退费。退费受理时间
截止到最终考试日期前1个月。

统一鉴定安排如发生变化，将
在“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服务网”上
进行公告，南通考生也可拨打电话
0513-59000279咨询。

本报讯（记者李彤）近日，市民
政局发布崇川区部分道路命名公示
方案，共有 20 条道路将有“新名
字”。其中，文峰街道6条，虹桥街
道3条，任港街道4条，观音山街道
6条，钟秀街道1条。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李
建华介绍，此次在为道路取名过程
中，有近80%均为老地名，一如大码
头巷、雁荡港路、百岁坊街等都是当
地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在虹
桥街道范围内，南起青年中路，北至
新建路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全长
360米，宽5米，考虑到该条路在气象
局旧址附近，故取名为“气象巷”。

今起至本月29日，市民如有建
议或意见，可与市民政局区划地名
处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13-
59003662；提交意见时须提供通讯
地址、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以方
便沟通答复。

本报讯 （记者沈樑）昨
日，省教育厅公布2019年普
通高中星级评估结果，我市
海门实验学校通过晋星评
估，成为四星级高中。至此，
我市四星级高中数量首次达
到30所。

海门实验学校成立于
2002 年，多年来坚持规范办
学，文化引领、人本管理、构建
多元化的校本课程体系。该校
曾荣获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教
育基地、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科
普教育基地等称号。2019年，

该校是当年度南通唯一一所获评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
高中。

自2003年起，省教育厅在全
省范围内实施普通高中星级评
估。评估指标涵盖办学条件、队
伍建设、管理水平、素质教育、办
学绩效等五个方面25项。四星级
高中是省教育评估院对普通高中
实施的一种最高等级鉴定，该类
学校办学条件基本实现现代化，
管理到位，常出新思想、新经验；
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在一定
区域内有较强的示范性。

市区违建治理再下“猛药”
相关物业及装饰装修企业将被依法处理

我市电梯困人故障数和困人率连续两个月上升，市监部门提醒——

气温攀升，警惕电梯“耍脾气”

崇川区20条道路
“新名字”公示

三类职业技能
全省统一鉴定推迟

昨天，南通市汉
药中医医院的中药调
剂师们忙着按方抓
药、打粉、包装，制作
中药驱蚊香囊。中药
驱蚊香囊由艾叶、藿
香等 10多种中药研
成粗粉制成，具有驱
蚊防虫、提神醒脑等
功效，立夏以来，受到
市民欢迎。

记者 许丛军摄

三名赞比亚遇害南通人遗体全部找到
家属已启程前往当地善后

海门实验学校通过晋星评估

全市四星级高中总数达到30所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25
日，记者从市市政和园林局获
悉，工农路提升改造（一期）工
程（江海大道-人民路）A标段
最后一道沥青上面层完成摊铺
施工，该段道路交通全面开放，
进一步缓解了市区路网的交通
运行压力。（上图，尤炼摄）

据悉，沥青混合料后场全
过程控制，采用高速公路专
用改性沥青油。为了减小对
沿线单位和市民的交通出行
影响，施工前，沿线单位提前
发放施工公告，并在主要路
口设置告知牌。“在机动车道

沥青面层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
施工完成一段，开放一段交通的
措施，并在较短时间内保证了机
动车道的双向通车。5月 22日
至 5月 25日相继完成了道路东
西两侧非机动车道沥青面层。”
施工单位港闸市政公司的副总
经理徐林介绍说，为最大程度地
降低路面工程施工对交通运行
和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将沥青
摊铺的前期工作安排在凌晨时
段，提前完成了黏结层施工。在
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较原定
计划提前十多天完成所有沥青
路面的摊铺。

工农路提升改造（江海大道-人民路）
完成沥青摊铺

道路交通全面开放，缓解市区路网交通运行压力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
员单轶凡）有着16年驾龄的老
司机，持B1证驾驶大型货车，
结果因准驾不符被处罚。昨
天，记者从如东警方获悉，司机
李某华被一次性记满12分，驾
照被降级。

20日上午10时45分，李
某华驾驶一辆本地牌照栏板
货车行驶至靖双线两公里
300 米处被如东交警拦下。
该车未按照规定投保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民警依法
将车辆扣留。在检查李某华

的驾驶证、行驶证时，民警发现
李某华的准驾车型竟是 B1，于
是告知李某华属于驾驶与驾驶
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
非营运汽车。

有着16年驾龄的李某华一头
雾水：自己有B证，怎么就不能驾
驶大型货车了？民警告知李某
华，B1证的准驾车型为中型客车
以及C1证、M证的车型，而驾驶
大型货车则需要B2证，虽然都为
B证，但准驾车型完全不同。最
终，李某华被处以罚款1000元、
记12分，他的驾照被降级。

老司机持B1证开大货车被降级
准驾不符，驾照一次被记1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