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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
年8月24日10时至2020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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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门街
道海秀花园 21幢 1101室（车库B203
号）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50万元，保证金30万元，
竞价幅度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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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7月 27日 07:00-12:30 10kV
新坝线 殷坝村

7月 27日 08:00-18:00 10kV
盐场142线、10kV滨区154线 闸北
村 50096、闸 北 村 50596、闸 北 村
50095、闸北村50094、闸北村50093、
闸北村 50586、金叶纸业、闸北小区
50695、闸北小区50696

7月 28日 07:00-16:30 10kV
罗福宫线 无

7月 28日 08:00-18:00 10kV
士文112线、10kV余海125线 通州
湾滨海生态农林苗木基地，贡安村
50519，贡安村50338，贡安村50707，
贡安村50337，贡安村50736，贡安村
50339，平海路灯变（前进中心路），贡
安村50340，东海所用变

7月 29日 06:00-14:00 10kV
安政114线、10kV安江173线 江苏

锃锝家具，宇和机械制造，三宸混凝土
（盐场14#）（趸），倍斯特橡胶制品，柏
海汇太阳能，三元行金属铸件，东凌街
路灯50850台区，旌翔建材，海郓新型
建筑材料，首嘉建筑节能工程，大乾建
材，盐场10#（趸），培鑫塑料，乡丝源
劳护用品合记节能，萌达金属，盐场
12#（趸），顺缔高新材料，金斯顿防护
用品

7月 30日 09:00-16:55 10kV
上城114线部分停电 无

7月 30日 07:30-13:00 10kV
牛桥线 国道村

7月 31日 09:00-16:55 10kV
弘阳187线部分停电 江苏瑞坤置业
有限公司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
2020年7月20日

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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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恒盛豪庭5幢203室（含装修）
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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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4
日10时至2020年8月25日10时止，起拍
价：170万元，保证金：17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 9月 10
日10时至2020年9月11日10时止，起拍
价：136万元，保证金：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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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288-512。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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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时间：周一至周日均有专家坐诊，节假日无休 咨询电话：85126072
通卫中医广（2020）第004号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市中医院针灸科、呼吸
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风湿
科、护理专科门诊等科室针对支
气管哮喘、过敏性咳嗽、过敏性
鼻炎、痛经、宫寒、免疫功能低

下、类风湿等多种病症开展三伏
贴、艾灸、拔罐等外治诊疗，内调
脏腑，扶正固本。

南通市中医院与您共同守
护一个健康的未来。

南通市中医院南通市中医院20202020年年
冬病夏治火热开诊冬病夏治火热开诊

冬病夏治冬病夏治 开展各项特色外治诊疗项目开展各项特色外治诊疗项目
内调脏腑内调脏腑 扶正固本扶正固本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南通

市燃料公司享受副司局级医疗

待遇离休干部张军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20日

14时逝世，享年90岁。

特此讣告。

讣告

南通市市直老干部
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7月20日

家属联系电话：1390629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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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吴恒贵遗失南通中南世纪花城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电
子），代 码 ：232061600100，号 码 ：
01705216，楼牌号：48幢-1-903，金额：
490525元，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李淼遗失拆迁评估
上岗证，证号：P20190801，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刘勇军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31181，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肖红霞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31174，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蔡静遗失拆迁评估
上岗证，证号：P20131184，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丁晓黎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50009，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孙建军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30087，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阮鲜华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40080，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顾宏图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31188，声明作废。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事务所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王晓梅遗失拆迁评
估上岗证，证号：P20130090，声明作废。
▲姜嘉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Q320696483，声明作废。
▲祁永梅遗失与江苏炜赋集团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
号：001020071122007，编号：XS557，声
明作废。
▲吴亦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407584，声明作废。
▲蔡语兮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221481，声明作废。
▲吴思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M
321037589，声明作废。
▲蔡诗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407116，声明作废。
▲崇川区荣乐茶行遗失法人印鉴章（刘
爱荣），声明作废。
▲张小霞遗失南通锦德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32001800105，号码：45921801，金额：
1180000元，春风南岸西园46-201，声
明作废。

▲包奕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950645，声明作废。
▲包奕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950644，声明作废。
▲陈妍遗失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毕业就业
推荐表，号码：7046812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南通新晟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600MA2015JE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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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亿元人
民币减少至4.565亿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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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新晟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1日

国家电影局7月16日发布通
知，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
恢复开放营业。这几天，南通各县
（市、区）电影主管部门联合当地疫
情防控、消防等部门对众多影院复
业前防疫及安全放映工作进行了专
项检查，确保影院疫情防控和安全
放映“双到位”。昨日，我市首批10
多家电影院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有
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有序恢复开
放，其余影院也将于近期逐步开放。

影院：每场上座率不超3成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更俗剧院，
工作人员已对售票大厅、影院走廊
等区域进行了全面清洁消毒，在做
好各项准备的前提下，随时迎接观
众的到来。

更俗剧院副总经理宋峰说，
“由于计划排映的影片硬盘和密钥
暂时还未完全对接好，预计在晚些
时候会有影片推出，我们也在尽力
推进，希望将影片早些与观众见
面。”更俗剧院要求进入影厅人员
需佩戴口罩，出示“苏康码”，接受
体温检测并进行实名登记，观影时
也需全程佩戴口罩，影厅内原则上
禁止饮食。

同时，所有影院都将实行隔排隔
座售票，陌生观众保持间距 1米以
上。每场电影上座率不超过 30%。
影厅座椅扶手、3D眼镜，每场放映结
束就消毒一次。

影片：新老片搭配供选择

影院开业后将有哪些电影可
看？据了解，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出
品方已宣布，该片定档全国影院复工
首日，这成为今年春节院线停工后首
部登陆影院的新作。除此片外，我市
各影院还将有多部电影可供大家选
择，如《璀璨薪火3D》《误杀》《白蛇：
缘起》《夏洛特烦恼》等口碑较好的电
影上映。

自疫情发生以来，原本计划在
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姜子牙》、《唐
人街探案3》、《夺冠》等备受关注的国
产大片纷纷推迟上映，此外还有张艺
谋作品《坚如磐石》，梁朝伟、段奕宏主
演的《猎狐行动》等影片已发布预告，
等待上映。

观众：寻找久别重逢的感觉

就读于苏州某高校的大学生张佳
琪正在南通银河欢乐影城的自助取票
机取票。他告诉记者，他今天一下子

买了两场电影票，先准备重新看下《白
蛇：缘起》，因为这部有浓厚国风的片子
不仅创作风格做出了极大的转型，还将
国漫的制作拔高了一大截，特别想重温
下；另外听说《第一次的离别》口碑也还
不错，就再看一部。《第一次的离别》的
海报也采用了“久别盼重逢”的主题，恰
好也印证了现实中影院与观众的一次
久远的离别。

“虽然复工之路异常艰难，但未来
可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也
将积极召回员工。”南通银河欢乐影城
的经理陈子强说，“在疫情期间，影院难
以支撑较大的人员开支，有一半的员工
离职，目前留下的都是骨干力量。我们
工作人员虽然比以前少了，但是影院的
卫生清理和设备维护都一直保持着，近
期还更换了通风系统，就是为了迎接这
一天的到来。”

本报记者 徐培钦

江苏入梅已超40天，据江苏省
气象台预计，由于天气变化较快，目
前对出梅的时间还没有十足的把
握，未来的一周内，这样的天气还将
持续。“梅姑娘”超长待机带来的烦
恼除了下不完的雨，晒不干的衣服，
还有稍不注意便会引起的季节性疾
病。市老年康复医院专家提醒市
民，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梅雨季
节两种疾病易侵扰，市民还需多注
意。

“红疙瘩”不见好：潮湿天
气螨虫在作怪

41岁的王某来到该院皮肤科

就诊，他近日手臂上突然出现好几
处凸起的红疙瘩，不见消退，还奇痒
难耐，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睡眠。皮
肤科景娟娟医师诊断其为丘疹性
荨麻疹。

皮肤科主任崔小莉介绍，丘疹
性荨麻疹是夏天梅雨季节常见的
过敏性皮肤病，发病主要与螨虫与
蚊虫叮咬有关。崔主任提醒大家，
最近空气湿度较大，市民在保持皮
肤清爽干燥同时，要注意个人居所
的清洁卫生。平时勤打扫，出太阳、
空气干燥时要把床单被子多拿出去
晾晒，驱除螨虫。特别是老年朋友
和皮肤易过敏人群更要引起注意。

困倦乏力：可能是湿气太
重导致脾肾阳虚

20日，市老年康复医院中医诊
室外候诊病人比往日多了许多，60
岁的李阿姨最早赶到，她推开诊室门
开心地说:“徐主任，吃了你的中药真
的好多了，人精神了很多。”细问之
下，李阿姨因近日困倦、乏力等问题
来求诊中医科副主任徐伟。徐伟诊
断其是由脾胃虚、湿气重导致。

长时间的梅雨季节，空气湿度
大，加之不注意调理，体内湿气重，
引起了这些症状。徐伟说，近日来
就诊的病患多与李阿姨相同。当人

体内有湿气，与外湿夹杂在一起，湿
症会更加明显，从而导致头部沉重
四肢乏力、口中发苦舌苔变腻、大便
黏滞等症状。徐伟主任建议，在梅
雨季节外湿严重，要少食生冷食物，
规律作息，气候闷热时不要贪凉用冷
水冲澡等，必要时可结合中药调理。

此外，通过传统的艾灸疗法也
可以祛除体内湿气。市老年康复医
院中医科副主任刘俊华介绍，艾灸
具有开郁、祛湿、补阳气的作用，可
以有效祛湿，同时也要注意积极锻
炼身体，提升免疫力，强健体魄。

本报通讯员 丁兢奕 凌燕
本报记者 李波

本报讯（记者刘璐）连续的
大雨天气，对我市菜篮子供应是
否带来影响？记者昨日从市商务
局、通农物流了解到，目前我市蔬
菜、肉类等农副产品供应充足，可
以满足市民生活需求。

据监测，近一周通农物流农
副产品成交量为蔬菜11338.86
吨 、猪 肉 2322.5 头 、水 产 品
240.56吨。通农物流拿出相应
的优惠政策，鼓励、组织经营户积
极调动货源，并通过冷库储备耐
储存的产品，以应对突发性情况。

由于连续的梅雨天气，本地
蔬菜的生产种植受到一定影响，

“我们提前预判形势，积极开展高原
夏菜的补充、直发，目前1000户左
右经营户均正常经营。”蔬菜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地菜产量稍有下降
后，经营户从昆明、兰州等地区引进
客菜，外地菜每天的进场量达
1000-1200吨，每天蔬菜的进场总
量保持在1700吨左右，蔬菜品种有
上百种，菜价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
波动。

此外，猪肉的进场量稍有下降，
近几天保持在350头左右，主要来
自山东、江苏、东北等地，目前批发
价格49-50元每公斤，与之前价格
持平，没有太大波动。

本报讯（记者袁晓婕 通讯
员王昉）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
是政府部门面对老龄化形势,积
极探索供给养老服务的惠民方
式。记者从崇川区审计局获悉，
为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项优
惠政策，今年崇川区政府对这项
工作进行了扩面，已有1.1万余
名老人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比2018年底新增7500余人。

去年8月，崇川区审计局在
全区2016至2018年度居家养老
服务资金专项审计调查中，发现

仍有大量老人期盼享受居家养老政
府购买服务政策。为此，区审计局
提出“进一步扩大居家养老政府购
买服务覆盖面，着力保障老年人养
老服务需求”的建议。

崇川区政府积极采纳审计建
议，出台了《崇川区居家和社区养老
政府购买服务补贴办法》，将补贴对
象由90周岁以上老人调整为84周
岁以上，70周岁以上无固定收入重
点优抚对象调整为60周岁以上，同
时增加了75周岁以上无子女家庭的
老人，老人受益面进一步扩大。

本报讯（记者周朝晖 实习
生夏璠蕾 顾婧妍）昨日，家住市
区学士府的一些市民，向政府热
线 12345 和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5110110 来电求助，希望有关
部门能帮助解决高层住户所受的
高架噪音之扰。了解市民诉求
后，有关部门表示，民生为本，正
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市民姚先生是家住学士府北
区44幢5楼的住户，他反映，在
通京大道南川园路南与通京大道
通启路北之间，共有6个高架车
道及4个地面车道，车流量很大，
噪音扰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早在
2014年4月，针对快速路出现的噪
音问题，我市就曾组织了专家组和
市民代表，对相关状况进行了审
查。结果显示，已建成的快速路网
噪声影响，基本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要求；特别是对市民生活影响较大
的敏感点，均采取了防噪措施。

姚先生等住户表示，2014年的
现场研判距今已有6年多时间，现
在，市民们从实际感受来看，存在着
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为此，希望政府
相关部门安排技术人员对该路段进
行新的噪音测评，并采取相关措施
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平 龚
鋆 记者陈静）前不久，央视“3·
15晚会”曝光南昌市多家“汉堡王”
门店存在使用过期的食品原料等
违法行为。针对节目中曝光的问
题，海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
紧急部署并开展针对性核查工作。

执法人员共检查了96家相
关单位，其中西式快餐店23家，
面包房、汉堡店62家，比萨店1
家，饮品甜点店10家。该市范围
内无“汉堡王”连锁店。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1家

奶茶经营主体库房中有未及时清理
的过期原材料，且储存不符合要求，
已责令该店立即整改，并销毁过期
食品原材料；另有4家汉堡、面包经营
主体操作场所内存在过期食品原材
料，已立案查处。对检查中发现的未
及时清理库房、废弃物设施不规范、原
料储存不规范、环境卫生差等问题，共
发出责令整改监督意见书8份。

据了解，该市还将结合“食安利
剑”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开展餐饮行
业食品原辅材料、食品标签等专项
整治。

“红疙瘩”不见好、困倦乏力——

梅雨季节两种疾病易侵扰

我市电影院恢复营业首日，记者现场探访——

又见大银幕又见大银幕 仍需多小心仍需多小心

本地菜产量下降 外地菜及时补充

大雨天我市菜篮子供应充足

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扩面

崇川区新增7500余老人受益

不堪高架噪音之扰

学士府高层住户盼解难题

海门排查西式餐饮店过期食品

4家店铺被立案查处

记者 许丛军 徐培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