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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城乡供水水质监测情况公示
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委托江苏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无锡监测站，对

水厂出厂水及管网水水质进行了抽样监测分析，现将抽检结果(2020年第二季度)公示如下：
出厂水检测情况

水厂

出厂水合格率（%）

狼山水厂

100

洪港水厂

100

崇海水厂

100

海门长江水厂

100

如皋长青沙水厂

100

指标（106项）

评价：南通崇海水厂、狼山水厂、洪港水厂、海门长江水厂、如皋长青沙水厂出厂水106项指标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具体数据可至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szyl.nantong.gov.cn/。

管网水合格率（%）

市区

100

通州区

100

如皋市

100

海门市

100

启东市

100

海安市

100

如东县

100

指标（42项） 地区

管网水（含市区二次供水）检测情况

评价：管网水为抽检，每个地区抽检3个点，同时市区抽检10个二次供水点。南通一市一区五县（市）城市集
中式供水系统的管网水42项常规指标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具体数据可至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szyl.nantong.gov.cn/。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

2020年7月16日

根据《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及市有关规

定，经核准，同意将江苏星湖置业有限公司兴建

的，位于开发区复兴东路南、林翠路东(R19023

地块)的住宅区命名为“星泮雅园”。

现予公告。

南通市民政局

地名公告

2020年7月14日

遗失公告
▲缪高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Q320416800，声明作废。
▲扬州新纪元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
司南通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600000191445，正本
编号：320600000200804160090S，
副 本 编 号 ：
320600000200804160099S，声明作
废。
▲扬州新纪元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
司南通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邱义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 320854099，声明作废。
▲束娟遗失与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
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
协议，号码：2019版 0001083号，补
偿总金额：25385元，声明作废。
▲束娟遗失与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
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
协议，号码：2018版 0002866号，补
偿总金额：119467元，声明作废。

▲程小莉遗失福建师范大学毕业证
书，专业：学前教育，学历证书号：
103947201205101751，声明作废。
▲丛露露遗失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
学 校 学 历 证 书 ， 证 号 ：
100607020054，声明作废。
▲侯敏遗失中海海华南通地产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3200171350，号码：10125978，金
额：2571488元，铂樾花园9-101，9-
B101，声明作废。
▲崇川区金柏居家具店遗失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23023019810802132001，声 明 作
废。
▲宋松遗失南通世茂新里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3200172350，号码：
10680471，金额：1259840元，声明作
废。
▲张奕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 320854329，声明作废。
▲朱萍遗失华润置地（南通）发展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 码 ： 3200172350， 号 码 ：
08584011，金额：86000 元，悦锦湾
D3-B10515，声明作废。
▲朱萍遗失华润置地（南通）发展有
限公司开具的不动产权首次登记证
明单，房屋坐落：悦锦湾D3-B10515
车位，声明作废。
▲赵佳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于2003
年1月23日在如东县人民医院出生，
出生证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葛昱含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 320630291，声明作废。
▲严煜文遗失江苏炜赋集团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代 码 ：3200164350，号 码 ：
19888119，金额：200916元，瑞兴花
园30-901，30-B1040，声明作废。
▲南通博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南通宏邦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0030228837XC）经股东会决
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减少至100万人民币，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公司
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宏邦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减资公告
南通富都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6005653287325）
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减少至100万人民币，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
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富都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减资公告
南通正昊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91089341230D）经股东会决
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1000 万人
民币减少至 100万人民币，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
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正昊达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减资公告
南通葆光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00779698173R）经股东会决
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900万人民
币减少至100万人民币，请债权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公
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葆光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减资公告
南通日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00063299054B）经 股 东 会
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500万
人民币减少至 50 万人民币，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
减资登记。

特此公告！
南通日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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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事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南通这座城市的“慈
善基因”由来已久。统计显示，在
2015年至2020年的这5年间，市慈
善总会共募集善款16646.14万元，慈
善救助支出12011.67万元，救助困难
群众超12万人次。

搭建公益平台，人人都可奉
献爱心

今年5月，市慈善总会联合市民
政局、妇联、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等六家
单位共同举办的“暖情六一”困境儿童
心愿礼物认领活动中，贾同学的哈利·
波特全集、方同学的运动鞋、葛同学的
文具……这100名困境儿童的心愿礼
物经多家平台发布之后，受到了来自

全社会的关注，短短3天便认领一空。
据市慈善总会秘书长王勇介绍，

这100名孩子的名单从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的数据库内筛选产生，从心愿汇
总、发布到认领、购买，再到打包、寄
出，这样的公益微心愿项目，作为一种
公益梦想的实现方式，给所有普通人
搭建了奉献“爱心”的平台，不仅让每
一位爱心人士都可以参与到脱贫攻坚
这件国家大事中来，而且能够简单、快
速、精准地帮助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

近年来，市慈善总会以慈善项目
为抓手，优化各环节运作，让项目实施
更规范高效，先后培育了慈善牵手助
医、江海阳光慈善助学、情暖江海春节
慈善助困等品牌项目，其中“江海阳
光·慈善·福彩助学行动”已成为社会
各界参与热情最高的慈善项目。5年

间，市慈善总会累计用于各类助学扶贫
的资金总额达1113.03万元，惠及大中
小学生1.05万人次。

引领创新发展，慈善志愿服务
多样化

针对各类困难群体越来越立体化、个
性化的需求，市慈善总会一直在创新中寻
突破，紧跟时代转变观念，将物质帮扶与
精神抚慰、技能培训、专业服务相结合，同
时搭建公益平台，实现公益组织间的“信
息互通、资源互享、技能互用、优势互补、
难题互助、成果互惠”，引领慈善志愿服务
活动向规模化、持续化、多样化发展。

目前，全市98个乡镇（街道）、1911
个村（居）建成慈善分会、慈善工作站已
经建成，基层慈善网络进一步健全完

善。截至7月中旬，市本级慈善分会已
达到21家，市慈善总会慈善志愿服务队
39支，慈善志愿者达到5万余人，共开展
慈善志愿服务1500余场（次），参加活动
志愿者达到3.1万人（次），服务惠及5.4
万余人。

市慈善总会会长王德忠表示，第四
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这5年，南通在慈
善之路上脚步铿锵，不断拓宽募集路
径、壮大资金实力；注重项目质量、助力
脱贫攻坚；扩大宣传影响、弘扬慈善文
化，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伴随着慈善理
念的不断普及，未来，南通慈善事业将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提高善款募
集能力及救助的有效性和精准度，通过
市县联动，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参
与到慈善志愿服务中来。

本报记者 李彤

位于我市港闸区境内的秦灶新
村北侧，有一块处于城乡结合部的
空旷地带，曾因乱倒垃圾、扎库经
营、无序停放车辆等乱象引发周边
市民投诉。14日，有市民向南通日
报社（集团）新闻热线反映，经过整
治，涉事地块虽有改观，但还有一些
脏乱差现象存在。当日下午，记者
赶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来到秦灶新村的北门，记者看
到，虽然围墙上有一块禁止倾倒垃
圾的警示牌，但似乎没有起到多大
震慑作用。

残墙断垣的一侧，堆满了大堆
杂草，杂草上面还有一些破衣服、塑
料袋等等。不少开始腐烂的草堆
上，还铺陈着黑色的塑料网。一旁
的空地上，已种满了“郁郁葱葱”的
各种蔬菜。

令人欣慰的是，原先占地从事
祭祀用品“扎库”的一个偌大棚子，
已不见踪影。

再往里走，记者看到，紧邻空
旷地带的东西走向一排围墙处，被

人堆满了大量的废弃木板，且堆放已
有时日。而墙边上的垃圾杂物就更多
了，一张张废弃的泡沫板，一根根不知
作何用途的塑料管，一块块颜色各异
的破布……五花八门，乱七八糟。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独
特的现象，那就是：大片未开发地块如
今已被小区居民私下“分片承包”，完全
改造成了一个占地面积或大或小的“菜
园子”。

沿着东西走向的“菜地”，记者前后
走了一遭，看到在不同的“承包区域”，
搭有大大小小的窝棚，大大小小的棚户
还开着门儿，记者凑近一看，里面摆放
着不少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用于耕种的
工具、化肥、农药等杂物。

只是，在这些被“承包”的田块之
间，还堆有一丛丛已经开始腐烂的杂
草。“这些草料，应该是种菜的居民用于
沤烂后做有机肥的。到了夏天，味道蛮
臭的”，一位当地居民见记者在拍照，主
动介绍说。

本报记者 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 夏璠蕾 顾婧妍

本报讯（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谢资二）国家统计局
南通调查队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上半年，南通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简称CPI）上涨3.7%，涨幅较上年同期扩大
0.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6.1%，服务价格
与上年同期持平，工业品价格上涨0.9%，能源价格下降
5.3%，非食品上涨0.9%，食品烟酒价格上涨12.5%。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5涨3
降”。其中，食品烟酒价格涨幅居八大类价格之首，上涨
12.5%；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5.3%；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上涨3.8%；衣着类价格上涨3.4%；生活用品及
服务类价格上涨0.7%。医疗保健类价格下降0.2%；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0.7%；居住类价格下降2.6%。

总体而言，受非洲猪瘟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
半年南通居民消费价格虽仍高位运行，但呈逐月走低
态势，鲜活食品价格上涨是助推居民消费价格走高的
主因。尽管随着生猪生产的逐步恢复以及新冠疫情防
控形势的日益向好，但仍未改变价格运行的总体态势。

本报讯（记者李波 通讯员张烽）7月11日0时，
南通市疾控中心联合各县（市、区）疾控中心，在市场监
管部门配合下，紧急启动厄瓜多尔进口冻虾新冠病毒
应急监测工作。截至7月15日12时，本轮应急监测工
作全部完成。全市共采集进口厄瓜多尔冻虾样本75
批次，共374份。经检测，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阴性。

7月10日，国家海关总署发布通报从厄瓜多尔3
家企业进口冻虾的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为了排查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7月10日连夜紧急召开
联防联控会议，部署厄瓜多尔冻虾应急监测工作。

本轮我市共采集进口厄瓜多尔冻虾样本75批次，
共374份。其中虾体样本81份，冷冻白虾箱体外壁、
内壁及虾体内外包装样本112份，环境样本37份，人
员样本144份。其中国家海关总署通报的3家企业生
产的进口厄瓜多尔冻虾样本52批次，共280份，实现
了所有批次全覆盖。

下一阶段，南通市疾控中心将根据要求定期或不
定期开展监测，并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报讯（记者刘璐）从6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至
今，南通市家政市场运行已有一个月。据市商务局统
计，目前已累计入驻企业212家次，招聘家政人员438
名，登记培训人数181人，促成雇主下单数169单，对
稳定家政行业的就业与经营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省内首家家政有形市场，南通市家政市场由南
通家政协会管理，市人社局和市商务局共同实施监管，
每周二、三、四、五、日上午正常开放。这一有形市场，结
合南通市家庭服务业诚信平台“家服e”，实现了线上线
下协同发展，为家政从业者带来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创业
空间，为消费者提供面对面洽谈和一站式服务。

下一阶段，市商务局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会同发改、人社、总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继续推
进家政诚信体系建设，开展家政培训专项行动，举办家
政技能大赛，发放南通家政上门服务业卡，制定并公示
南通家政行业标准，加强家政诚信宣传引导，促进南通
家政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上半年南通CPI上涨3.7%
但呈逐月走低态势

我市对厄瓜多尔冻虾开展新冠病毒

应急监测

374份样本均为阴性

市慈善总会账面结存资金首度过亿元，近5年救助困难群众超12万人次，创新

中寻突破——

让慈善精准救助释放更大能量

港闸区秦灶新村涉事地块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

环境整治还得加把劲

昨日，如皋市长庄幼儿园，大班孩子们在毕业典礼上放飞梦想气球。 CFP供图

市家政市场已运行1个月

累计入驻企业212家次

本报讯（记者李彤 通讯员吴光明）如皋市慈善基
金会日前向各镇（区、街道）慈善分会、各高中学校发出
了《关于开展2020年“圆梦助学”活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明确，今年向所有符合条件提出资
助申请的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入学金3000元，以帮
助这些贫困家庭子女高考录取后顺利入学。

据介绍，今年如皋“圆梦助学”活动的资助对象主
要为经民政部门核准，2019年上半年在册的低保户、
低收入户家庭子女和孤儿（含困境儿童），市扶贫办认
定的“建档立卡户”家庭子女，今年应届高(职)中毕业参
加夏季高考，被普通高校（对口职校）正式录取的大专
以上的学生。

为确保受助生入学前及时得到资助和后录取的学
生“一个不落”，《通知》明确，上报时间分两批次进行:第
一批次申报时间截至8月18日；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学生列为第二批次资助，申报时间截至9月30日。

如皋启动“圆梦助学”
符合条件者可获3000元入学资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