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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A3 看南通·民生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8
月9日17时至2020年8月10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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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启东市世纪家园48幢二单元
1301室【不动产权证号：066898】。房屋用
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43.29平方米，所在
层数：13层，房屋结构：混合结构。市场价
（协商价）:240万元,起拍价：168万元，保证
金:17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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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公告
▲邬韩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O320059698，声明作

废。

▲蔡兆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 320513173，声明作废。

▲施业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K 320196386，声明作废。

▲张施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O 320512700，声明作废。

▲尤梦颖遗失南通锦慧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032001900105，号

码：06363156，金额：1300000

元，春风南岸东园 55-1804，声

明作废。

▲王如滨遗失中学一级教师职称

证书，专业：语文，批准文号：通人

职【2002】247号，声明作废。

▲李序忠遗失新胜四期二批（东

北角）的拆迁五联单，号码：

GYS0002480，金额：59950 元，

声明作废。

▲崇川区甜果食堂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

JY23206020160087，声明作废。

▲郑朝义遗失南通市专业技术资

格证，编号：1904139058，专业名

称：电子信息工程-产品开发，资

格级别：中级，声明作废。

▲徐莘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T320095119，声明作废。

▲苏州馨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启

东分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066003604901，声 明 作

废。

▲南通中亚铁链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320601787658761，声明作废。

▲杨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I 320719952，声明作废。

▲南通市水务有限公司遗失江苏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032001900104， 号 码 ：

10701971，金额：6770 元，声明

作废。

▲张唐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M321037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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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8月
21日10时至2020年8月22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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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启东市汇龙镇名仕豪庭5幢1403室房地产
（含装修），不动产权证号为：081088，登簿日
期：2009/02/11，证载房屋建筑面积147.38平
方米。市场价（网络询价）: 2686543元,起拍
价：189万元，保证金:19万元,增价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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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06282298、
15050647021、4009288512。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5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德国卡赫、日本资生堂、美国斯
凯奇……15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暨江苏

“品质生活·苏新消费”进博会消费
品供求对接会上，众多一线品牌参
展商和特色产品新鲜发布，给南通
企业寻求贸易合作对象提供了一手
信息。

第三届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共
有六大展区：食品及农产品、汽车、
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疗
保健、服务贸易，展览面积约36万
平方米。其中的消费品展区历来都

是人气展区，化妆品、珠宝、家居用
品等遍布全球的各种产品与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今年的消费品展区展
示面积达9万平方米，分为家庭及
智慧生活、家具及家居用品、体育用
品及赛事专区、母婴及儿童用品、日
化及家庭清洁、美妆及个人护理、定
制及时尚潮流、礼品及宝玉石专区
等8个板块，将有近80个国家及地
区的近800家展商来参展。

记者从会上发布的信息中发
现，今年有不少大牌企业首次参加
进博会：韩国著名企业三光株式会

社的GLASSLOCK（三光云彩）专门
生产厨房用保鲜用品，日本跑鞋运动
品牌ASICS（亚瑟士）是全球四大慢
跑鞋品牌中唯一的亚洲品牌，西班
牙护肤品牌 ISDIN（怡思丁）旗下拥
有 400 多款满足皮肤护理的产品，
法 国 历 史 悠 久 的高级时装品牌
LANVIN在时装、香水、配饰等方面
引领潮流……此外，今年的展品也令
人耳目一新，处处体现着高科技感与
时尚感，有可以语音提示的自动擦窗
机器人，可以充电后随时移动的烹饪
桌，可自动调节的智能睡眠系统，首次

进入中国市场的资生堂高端系列
The Ginza等等。

受疫情影响，健身器材、体育锻
炼、运动服饰等行业更为受到关注。
今年消费品展区特别设立了体育用品
及赛事专区，吸纳国际知名体育赛事、
体育品牌、体育科技参展，打造集篮
球、跑步、骑行、室内健身、电子体育等
为一体的商贸平台，汇聚了迪卡侬、斯
凯奇、尤尼克斯、卡骆驰等诸多一线品
牌商。届时，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将
首次亮相，发布国际顶尖电竞主题乐
园、暴雪餐厅等。 本报记者 刘璐

本报讯 （记者刘璐）15日上
午，江苏省商务厅、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局共同主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招商路演暨江苏“品质生活·
苏新消费”进博会消费品供求对接
活动，为展商宣介、供求对接搭建平
台。南通设立线上分会场，南通欧
尚港闸店、南通龙腾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南通山姆会员商店等5家涉
及食品、生活必需品等领域的企业
参加。

此次活动主要面向第三届进博
会消费品展区的采购商和参展商，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路演宣传与
供求对接相结合的形式，设南京线
下主会场，以及苏州、南通、徐州线
上分会场。活动重点介绍了消费品
相关行业领域概况和发展趋势、采
购商报名路径，以及斯凯奇、博西等
部分参展商的亮点展品信息。

南通综保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
已参加过两届进博会，上周又参加

了第三届进博会消费品展区的展前对
接会。“作为南通综保区对外的一扇窗
口，我们希望能通过进博会这样的平
台了解全球市场行情，寻找更多优质
的海外出口商，促成与国内、本地进口
商的合作，让更多好的产品在直营中
心落地、展销。”负责人李峰说，这几次
的对接活动信息量很大，对目前市场
上一些新兴的消费品品牌有了更多了
解，能够帮助企业更有针对性地在进
博会上进行采购对接。他表示，“直营

中心目前在销商品5000个，会把关注
点放在食品、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上，
力争通过进博会第一时间引进更新、
更好的产品给南通市民，促进南通进
出口发展。”

目前，市商务局正在根据省统一
部署进行第三届进博会的相关工作，
接下来会陆续组织企业参与更多展前
对接活动，帮助企业提前了解本届进
博会六大展区的参展商信息，接触前
沿产品和技术，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在新开农贸市场内外，车辆乱
停乱放、水果摊贩随意设点，卫生环
境也脏乱不堪，希望主管部门加强
执法检查严肃管理。”昨日上午，市
民张先生等人分别向12345政府热
线和85110110新闻热线反映了他
们抱怨已久的问题。当日下午，本
报记者就赶到了南通开发区新开街

道境内的新开农贸市场调查走访。
果然，在农贸市场的西大门两侧

的通道上停满了电动车和小货车，一
些水果贩子在路上向过往行人兜售水
果，很容易引发意外事故。

在市场内，记者看到地上不时就
有一摊摊污水，有的已经发出异味。

除了市场内的通道一侧存在乱堆

乱放现象外，在墙边和墙角处，乱堆
放现象更是惊人，大堆大堆的各类废
弃物直接用塑料布遮盖着，从外观褪
色的程度上看，已经堆放了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了，有的甚至长满了青苔和
杂草。

在一处东西向的通道一侧，紧邻
墙沿处，一大堆的废弃泡沫板、木料
等建筑装潢材料，被人堆放在现场，
数量很是可观；再往里走，数量更为
惊人的、用蛇皮袋贮存的建筑垃圾堆
成了一堆小山，显然存在较久也无人
过问。

记者由西向东走到市场最东侧
时，看到水产和活禽区的地上脏水横
流、异味扑鼻，一只只卸货后的塑料筐
上，还沾着显然已经积存已久的鱼鳞，

脏污不堪。
在墙边，多只可能用于原先装运

活禽的塑料筐子被人散乱地扔在地
上，已经分辨不出桶身颜色的塑料桶
躺倒在地上，臭水淌在地上不断地往
前延伸。

而在水产和活禽区的周边，居然有
经营户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晾衣架
上，晾晒着衣服和被子。

在活禽区的一只大铁笼里，记者还
看到一只体型不小的孔雀，是野生的还
是家养的？是否是国家保护动物？
店主有没有驯养证或销售许可证？
是否涉嫌违规出售？这一个个问号，
目前仍有待于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本报记者 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 夏璠蕾 顾婧妍

助力文旅复苏 服务暑运出行

南通机场航班加密票价亲民
本报讯（通讯员徐菲 记者张水兰）历时6个月，暂停172天

后，7月14日晚，国家文旅部发文正式宣布国内跨省团队游恢复开
放。南通机场积极统筹谋划，精心优化调整航线结构，助力文旅行
业复苏，服务旅客暑运出行需求。

7月16日，深圳航空在南通新开重庆万州航线，恢复沈阳、三
亚航线，运营首日市场反响良好，沈阳、三亚航班客座率均近90%，
一改疫情以来客座率低位徘徊的局面。7月起，民航暑运拉开大
幕，南通机场联合多家航空公司，优化调整暑运航班。本月起，中
国南方航空加盟南通机场，开通每天一班南通至广州航班、每周四
班重庆=南通=长春航班。南通机场每日往返广州航班增至五班，
实现全天主要时刻的覆盖，大大便利了公、商、旅等各类人群出行
需求。7月7日至10月24日，东海航空加密南通=大连航班，每周
一、三、五、日各一班。

连日来，南通航空市场回暖信号不断释放。上半年，南通机场
旅客吞吐量累计81.9万人次，省内排名跃居第三。截至7月15日，
南通机场通航城市已达35个，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接近8000人
次，均恢复至疫情前八成水平。

随着航线航班的加密，多家航空公司执飞同一航线，从南通出
发机票价格更加“亲民”。目前，深圳航空南通至沈阳350元起、万
州410元起、三亚700元起；东海航空南通至泉州200元起、南昌
240元起、长沙330元起、兰州500元起、西宁550元起、乌鲁木齐
800元起。

省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公布

我市一人入选
本报讯（记者赵勇进 通讯员童轩）近日，第三届江苏全民阅读

“五十佳”推选活动结果公布，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
动基地副主任张锋荣登榜单，入选“十佳阅读推广人”。

10多年来，张锋专注于少儿文艺事业，对少儿文化与阅读推广
事业情有独钟，组织开展“童声里的中国”“纯美文学进校园”等活
动，并创办国内首本《少年诗刊》，将文学创作与阅读推广相结合，征
集上百万件优秀作品、开展校园活动千余场，推动全省青少年阅读
发展。张锋还投身于爱心助读公益事业，积极创建“童声书屋”和

“文学爱好者活动基地”，为乡村学校赠送书橱、书架、书桌以及各类
文学图书，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让青少年阅读活动有计划、有场
地、有内容地持续开展。

近年来，由他担任制作人的儿童剧《田梦儿》《青铜葵花》，走进
校园巡演超过1000场，通过舞台艺术呈现进一步激发少年儿童对
阅读浓厚的兴趣、从中寻找到成长的温暖和力量，并在全省掀起了
原著作品的阅读热潮。

助力无违建样板街建设

如东栟茶清理私搭乱建40余处
本报讯（通讯员王莹 记者徐爱银）近日，如东栟茶镇政府联合

如东县城管局、栟茶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栟茶镇威海路两侧沿街商
铺非标广告牌、店外占道经营、乱搭建、乱张贴等现象进行整治。

据了解，威海路全长近1700米，沿街两侧商铺共有370户，是
栟茶镇的主要街道，也是路窄、人多、车多的典型老街。不少商家为
了一己之便，在自家商铺前搭起了遮雨棚占道经营，阻碍了居民出
行、影响了市容市貌。

当天，32名城管工作人员展开地毯式整治，共清理40户店外
占道经营、私立广告牌、私搭乱建等违规现象。

“城管把防雨棚拆掉了、路边堆放的轮胎也清掉了，骑车经过时
明显感觉视野开阔了，降低了危险发生的几率，还美化了环境，真是
一举两得。”栟茶镇居民秦洁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威海路连连称赞。

“截至目前，整治效果良好，群众也比较支持。后期我们将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新增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以及门前三包不执行的情
况，一经发现，坚决给予清理，确保零容忍，保持市容市貌整洁。”栟
茶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张德宏表示，为了打造栟茶古镇安全和
谐有序的人居环境，栟茶镇政府将联合镇综合行政执法局、路长办、
社区等对215县道栟茶段两侧环境存在的问题，以“网格化+数字
化”的模式进行集中整治并实现长效管理，倾力打造栟茶无违建样
板街。

进博会大牌云集，先睹为快——

近800家展商将进驻消费品展区

近年来，如皋市不断推进垃圾分类，今年更是在城区12个小区
推出小区定时、定点垃圾分类集中收集点。图为昨日，翠湖苑垃圾
分类收集点内，垃圾分类指导员正忙着清理点位。 邱宇摄

第三届进博会招商路演南京举办

南通企业线上进行消费品供求对接

摊贩随意设点，垃圾堆成小山——

新开农贸市场卫生状况令人忧

本报讯（记者徐培钦）昨日是入伏首
日，不少市民来到市中医院贴“三伏贴”
（右图），通过穴位艾灸、贴敷疗法等防病
治病。

“去年贴过三伏贴，冬天变天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腰酸背疼了，效果蛮好的。”
家住北濠桥新村的市民邓大妈说。

据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钧介绍，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自
然界的阳气最盛，人体内的阳气也最
为充沛，热能温阳，阳能祛寒。在这期
间里，人体的肺脏气血通畅，药物容易
深达脏腑，是治疗、调整脏腑疾患的最
佳时机。

“冬病夏治”方法很多，包括三伏贴、
艾灸、拔火罐等。其中，三伏贴最为便
捷。其是将配制好的中药碾磨成粉末，制
成膏药，分别敷贴在人体的不同穴位上，
以达到增强抵抗力、防病治病的目的。同
时也提醒市民，每个人体质不同、病证不
同，具体运用的穴位及药物需要中医师进
行辨证后再施治。

冬病夏治正当时

“三伏贴”开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