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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
年 9月 22日 10时至2020年 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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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门市海门街
道民生新村810幢 603室（包括810幢
17号车库）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90万元，保证金9万元，竞价
幅度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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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8月24日 07:00-17:30 10kV孙
桥线 孙家桥村

8月24日 07:00-17:00 10kV通
云线 余西公配

8月24日 09:00-14:55 10kV轻
纺132线部分停电 百花村14组

8月25日 07:30-12:30 10kV川
夹圩线 何元村

8月25日 06:00-15:30 10kV福
泰线 八总村

8月25日 06:00-16:30 10kV永
丰线 孙家桥村、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
等用户

8月25日 09:00-16:55 10kV长
泰117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5日 05:00-12:55 10kV友
斐155线部分停电 南通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8100002186)

8月25日 09:00-16:55 10kV中
区146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6日 07:00-13:00 10kV锋

晴线 双盟村
8月26日 09:00- 15:55

10kV南祥166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6日 09:00-16:55 20kV通

宁244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6日 09:00-16:55 10kV友

西145线部分停电 南通华银置业有限
公司(8100453594）、沈寿艺术馆箱变
(5571)

8月27日 09:00-15:55 10kV金
科153线部分停电 南通理工学院（双电
源供电，对侧学院线）

8月27日 05:00-11:55 10kV外
环东路145线部分停电 职大住宅、苏源
(南通赛晖服装有限公司)、南通市委党
校、南通职业大学、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纺工职大、南通职业
大学、南通市路灯管理处、南通凯菲服饰
有限公司

8月27日 09:00-16:55 20kV石
桥224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7日 09:00-16:55 10kV中
区146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8日 08:00-18:00 10kV五
东线 太平桥村

8月28日 09:00-14:55 10kV轻
纺132线部分停电 百花军转干3

8月28日 09:00-15:25 10kV灰
堆坝151线部分停电 崇川开发1558

8月28日 09:20-15:45 10kV灰
堆坝151线部分停电 崇川开发

8月28日 09:00-16:55 10kV东
区134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8日 09:00-16:55 10kV中
区146线部分停电 无

8月29日 06:00-15:00 10kV白
龙线 中和村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
2020年8月17日

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遗失公告
▲施健刚遗失江苏省行政执法证，
证号JSZF06001857，声明作废。
▲李晶遗失南通富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号码：05198794，发票
代码：3200171350，金额：389560
元，声明作废。
▲张锋遗失建设工程系列工程师
证，级别：中级，批准文号：通人社
专[2015]31号，批准日期：2015年
7月26日，证号：157130460，声明
作废。
▲薛莉遗失华润置地（南通）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032001800105，号码：

69767635，金额：336837元，华润
中心18-603，声明作废。
▲南通龙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91320602560315561A，编 号 ：
320602000201606020047, 声 明
作废。
▲庄春林遗失残疾证，身份证号：
320602194903251010，声 明 作
废。
▲王芳遗失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一

级教师资格证书，批准文号：通人

社专 [2016]106 号，批准日期：

2016 年 12 月 21 日 ，证 号 ：

173130101，工作单位：如皋市磨

头幼儿园教师，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20年 8月 11日下午15时

许，在如东县岔河镇振兴村十组路
北侧东西向鱼塘里，发现一具无名
女尸。该尸身高约1.6米，年纪约
在50至55周岁之间；黑色短发，
全身赤裸，无随身衣物，疑似痴呆
人员。因浸泡时间过久，该尸面部
已严重浮肿变形，难以辨认。

联系人：蔡警官 联系电话：
18261918668

联系人：韩警官 联系电话：
19850306758

如东县公安局岔河派出所
2020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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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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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浓淡淡的红艳，青青翠翠的碧
绿。16日，当一群群游客走进如皋市
城北街道平园池村壮观的花海时，对
眼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动人景色着了迷。“一抹翠绿万
点红，一路荷香扑鼻，鸟儿飞来飞去，
好像在迎接我们，景色好美呀。”来自
河南信阳农村的熊闻华一家五口，乘
船穿过千亩荷塘，不时停下来拍照，连
连点赞“这个门票花得值”。

荷花池里池里，，村村民正在采收已经成
熟的莲蓬。剥开莲蓬，咬一口嫩嫩的
鲜莲子，味道甜甜的，熊闻华尝过之

后，赶紧打开钱包。“10块钱 3个。”熊
闻华一行5人再次破费100多元。

“鲜莲子煮粥营养非常好，买几包
带回去。”熊闻华的妈妈在平园池村游
客中心土特产展销大厅不仅采购了鲜
莲子，还买了两包荷叶茶。

“你好，前天订购的600袋荷叶茶
已经卖完，明天给我发 820袋。”接待
购物游客的平园池村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张晓晖接完南京游客的电
话，手机又响了，这是如皋城南农贸市
场商户打来的：“现在给我送150个莲
蓬过来。”

“今年，我们开发了‘荷塘悦色’产业
链，引进‘太空莲’新品种，扩种 900亩，
投资新上莲子加工、荷叶茶加工两个项
目，形成卖风景、卖鲜花、卖莲蓬、卖莲
子、卖荷叶茶的生态产业链。”平园池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再宏说。

“莲蓬爹爹，今天上午采了，下午又
去采呀。”“天气热，游客多，莲蓬中午就
卖完了。”被村民称作“莲蓬爹爹”的 17
组村民刘焕叶已经 75岁了，几年前，将
家中 6亩地流转给村里种植荷花，每年
拿租金 6600元，他与其他村民一起，转
行从事撑游船和采收荷叶、莲蓬，年务工
收入3万多元。下午4点不到，他就与其
他10多名村民下到荷花池里忙着采摘。

在荷叶加工车间，76岁的“荷叶奶
奶”范钦美正与村民一道分拣刚刚加工
完毕的鲜莲子。“剥蓬、剥皮、清洗、去莲
心，都是机器劳动，我们负责把次品挑出
来，一年打工也有两万多块钱的收入。”
捧上“荷塘悦色”产业化饭碗的“荷叶奶

奶”范钦美非常开心。
“太空莲既有观赏性，除了鲜荷花可

以卖之外，莲蓬、荷叶茶加工之后，亩产
生 7000多元的效益。”平园池村党总支书
记刘炜建介绍，打造富民乡村休闲旅游
产业，今年新增加了 140个荷花新品种，
盛花期延长到 8月份，仅乡村游一项，今
年增加村营收入 130多万元，吸纳 800多
名村民就业，9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 5000
多元。

“荷塘秀色，把我们引上生态美丽、产
业兴旺、群众幸福的高质量发展大道。”72
岁的刘焕山老人激动地说，村里开设的民
俗文化馆，让游人体验农耕文化；现场制
作长寿香囊，让游客体验民族工艺；举办
荷塘旗袍走秀，展现文化魅力，海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让村民的荷包鼓了起来。去
年，平园池村共接待游客 18.5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600多万元，村民年收入达到
29700元。
本报记者 杨新明 本报通讯员 朱登峰

“烟头不落地，通州更美丽。”17日下
午，“烟头换鸡蛋”活动在通州区金沙街道
北山社区服务中心举行，热心公益活动、

69岁的张大爷用61个烟头换了3只鸡蛋
后感叹：“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以后不管
有没有鸡蛋赠送，我都会坚持捡下去。”

8月以来，通州区创新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烟头换鸡蛋”活动，集中对城
区建设路、交通路、世纪大道、金霞路等路
段进行环境清理。市民可用20个烟头兑
换一个鸡蛋，每天每人限兑10个。活动开
展以来，不少市民都积极参与其中。

此次“烟头换鸡蛋”活动主要集中在金
沙街道北山、南山、新村、虹南4个社区和金
新街道金南、金霞、金桥、碧堂庙、八角亭、
镇南、果园7个社区。兑换时间为8月份每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兑换时须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每个兑换点当天限量
兑换鸡蛋，先到先得，兑完为止，收集的烟
头将全部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社区还
安排了若干志愿者，每天上午9点不到，就

赶至兑换点，统筹安排当天的兑换活动。
8月上旬11个兑换点共兑换出3527只

鸡蛋，回收70548只烟头。“我们希望，用更
多公益活动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激发群众创文的积极性，营造更有温度的创
建氛围，我们也呼吁更多市民自发参与到捡
烟头中来，让我们通州更美丽。”通州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曹荣琪说。

本报通讯员 解银洁 本报记者 陈静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钱志清）17日是市
直学校首批高一新生军训开始的日子，他们将前往如
东洋口军训基地接受军训。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南
通汽运集团飞鹤快速客运分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切实
做好南通至如东洋口的运输任务，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致力为参加军训的高一新生提供运输安
全保障。

首批参加军训的 2400名高一新生分别来自南通
大学附属中学、南通市第一中学、南通市第二中学，为
护送新生抵达如东洋口军训基地，南通汽运集团飞鹤
快速客运分公司共投放50辆大巴车。南通汽运集团
飞鹤快速客运分公司主动与市区校方取得联系，详细
了解用车需求和行车路线等具体细节情况，对运输任
务落实专人负责。

公司组织各车队队长提前实地对行车路线进行
考察，合理确定始发学校、用车数量和用车时间等事
宜。按照学校要求，公司还对参运驾驶员资质进行了
严格的筛选把关，并对参运驾驶员做好发车前行车安
全教育。此外，对参运军训学生的运输车辆技术状况
逐车进行安全隐患检查，杜绝“带病”车辆参与本次运
输任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苗头消除在萌芽
状态。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17日，在
如皋市供销社“牵线搭桥”下，如皋市
搬经镇焦港村、石庄镇思江村和草张
庄村、石北社区分别与两家企业进行
联建商洽。今年以来，如皋努力培植
企村联建典型项目，为“百企联百村
共走振兴路”树立风向标杆。

白蒲镇蒲西社区有丰富的土地
资源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与广兴
米业公司结对共建后，双方建立起
稳定的产销关系，并决定共同发展

“富硒大米”“富硒大豆”等乡村特色
产业。下半年，企业将流转土地
200亩，并提供种子、肥料和种植技

术，进一步促进粮食种植主体健康发
展，为农户增加收入。蒲西社区则提供
优质的劳动力，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双
方还将共同建立绿色有机黄豆示范种
植基地。

今年以来，围绕“百企联百村 共
走振兴路”村企联建的工作要求，如皋
市通过产销合作、规模种养、乡村工
业、综合开发、公共服务等多种方式开
展村企联建活动。如皋市委常委马金
华表示，根据“一年打基础，两年有发
展，三年见成效”目标，如皋市今年将
着力培植 10%以上的典型，形成 14个
板块特色。

本报讯（记者任溢斌 通讯员吕雷雷）16日，崇川
区幸福街道秦西社区网格员向火车站商业街业主进
行宣传、倡议，让他们加入“光盘”行动，主动提醒消费
者按需点菜、剩菜打包。

秦西社区网格员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倡议书，张
贴、摆放“光盘行动”等提示标语和提示牌，提高业主
的节约意识，引导消费者聚餐时按需点菜、使用公勺
公筷，营造文明用餐、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您这边一人一道菜刚刚好，这是公筷，请您慢
用。”走进南通市火车站商业街，记者看到店内醒目位
置张贴“不剩菜不剩饭、公勺公筷”等公益广告，听到
餐饮店业主在点菜时提醒消费者“厉行节约、拒绝浪
费”，顾客消费完把剩菜打包带走……

近期，秦西社区加大“公勺公筷 光盘行动”宣传
普及力度，通过网格员向商业街业主和过往乘客发放
了《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加大了对“光盘行动、公
勺公筷”的宣传，使得勤俭节约意识深入人心。

““荷塘悦色荷塘悦色””无中生有无中生有

平园池村风景变平园池村风景变““钱景钱景””
游客情不自禁地玩起了自拍游客情不自禁地玩起了自拍。。

王松王松摄摄

游客如织游客如织。。 王松王松摄摄

通州：“烟头换鸡蛋”，换出文明好习惯

南通飞鹤快客积极采取措施

为高一新生参加军训保驾护航

火车站商业街：

文明就餐 拒绝浪费

培植典型 树立标杆

如皋扎实推进“百企联百村”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羌乐云 邵小清 记者陈静）8月
17日上午，在张芝山镇的芝山新村两侧泯沟内，施工
人员正手拿高压水枪，冲刷河道淤泥。

清淤疏浚是恢复河道“呼吸”、改善水环境的重要
环节。由于多年来未疏浚，位于张芝山镇辖区内的跃
进横河、永柳竖河、凤凰苑西泯沟、芝山新村西泯沟、
芝山新村东泯沟5条河道，水草丛生、垃圾遍布，淤积
现象严重。不仅造成水体污染，还影响到了防洪、排
涝、灌溉等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尤其一到夏天，河
水发黑发臭，蚊蝇滋生，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今年7月份以来，张芝山镇
对这5条河道启动清淤疏浚工程。主要包含河道双面
整坡、河道建筑垃圾清运及沿河违章棚披拆除。5条河
道总长2.29公里，预计清淤土方1.34万立方米。截至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预计8月底全部竣工。

张芝山镇河道整治相关负责人赵建勋透露，清淤
疏浚是治理黑臭水体的有效办法，为巩固整治效果，
下一步张芝山镇将加强长效管护，围绕“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目标，采取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监督
的工作思路，确保农村河道达到河面清洁、河坡整洁、
河道畅通，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张芝山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清淤疏浚5条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