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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江苏

省医药公司南通采购供应站离

休干部徐明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0年9月7日19时06

分逝世，享年91岁。

特此讣告。

讣告

南通市市直老干部
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9月8日

家属联系电话：1386296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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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家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通家纺联盟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4800万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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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10时至2020年10月10日10时止，起拍价：
2294万元，保证金：230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 10月 26
日10时至2020年10月27日10时止，起拍
价：1836万元，保证金：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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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请秦灶街道下列安置项目：A.工农路西幸余路北A标 B.
工农路西幸余路北B标 C.幸福镇中心路河道北侧地块 D.城
北大道东延（含两侧绿化）E.江通路东、纬九路南、国强路西、铁
路北地块A标 F.江通路东、纬九路南、国强路西、铁路北地块
B标 G.江通路东、纬九路南、国强路西、铁路北地块C标 H.通
京大道东、经十二路西、纬十二路南、纬十三路北地块 J.工农
路东、江通路西、幸余路南、纬九路北地块A标 K.工农路东、江
通路西、幸余路南、纬九路北地块B标被拆迁人于2020年9月
9日～2020年9月18日携带拆迁补偿协议、评估报告、拆迁补
偿凭证、身份证等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凭选房通知至景明花
苑11号楼办理选房手续，具体选房日期按书面通知为准，逾期
不来办理，视作自动放弃。

联系电话：85302026 崇川区住房建设服务中心
崇川区秦灶街道办事处

南通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9日

景明花苑
低价位商品房选房公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南通

市仪表局副局长、巡视员、享受

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

遇离休干部刘俊才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20年 9月 7日

19时30分逝世，享年92岁。

特此讣告。

讣告

联系电话：85280628

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9月8日

遗失公告
▲南通阔鸿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南通中天印刷有限公司财
务 章 一 枚 ， 备 案 号 ：
3206020080014，声明作废。

▲南通阔鸿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南通中天印刷有限公司法
人章（吴红梅）一枚，备案号：
3206020080015，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八仙城辉飞
鞋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2062619640905623610，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南通时代金球飞越影城有

限公司股东于2020年9月1日
决定解散公司，并与同日成立了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 人 ： 姚 天 勇
18020353386

地址：南通市任港路44号
飞越百度文化广场5号楼

2020年9月9日

认尸启事
2020年8月19日7时许，在长江

南通段姚港附近水域发现并打捞起一具
浮尸，男性，高度腐败，身高170厘米左
右，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下身穿黑色平
角短裤，左肩处有龙形文身，臀部有伤
痕。若发现有与上述体貌特征相符的失
踪人员，请与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南通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0513-
85166110 15720606759（杨警官）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2020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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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孩子们上学放
学路上、校园内需要避免哪些安全隐
患？在这提醒大家，认真学习知识的同
时，安全教育必不可少。

一、交通安全
1. 留意路面情况，不要突然开车门

下车；2. 不要横穿、猛跑过马路；3. 不要
在马路上嬉戏打闹；4. 不要翻越护栏；5.
不要走路时低头听音乐或看书；6. 乘坐
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7. 不要与机
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
再通过；8. 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
路上并行骑车，不要在骑车时听歌；9. 不
乘坐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10. 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须抓
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

二、校园安全
1.不携带管制刀具、危险玩具和能

伤害他人的一切工具进入校园，水果刀
也不带进校园；2.不携带火种进入校园，
如打火机、鞭炮等；3. 不攀爬墙和树木以
及危险物；4. 课间文明休息，不做危险性

的游戏，与同学和睦相处；5. 课间活动不
猛跑，上下楼梯不着急；6. 要注意教室安
全，学生上课离开本班教室一定要关好
门窗。

三、课外活动安全
1. 活动要远离建筑工地、道路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2. 不到坑、池、
塘、沟、河流、水坝等不安全的地方游
泳、玩耍；3. 出门一定要告知父母长
辈，和谁在什么地方玩，要注意时间，
不要很晚到家，以免父母担心；4. 不进
入游戏厅、歌舞厅、网吧等人员杂乱、
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所，不拉帮结伙，
不打架斗殴。

四、财物安全
1. 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理，在微

信、QQ发现有不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
打110报警；2. 上学时不要携带贵重物
品，身上不要带较多的零花钱，不要和别
人攀比；3. 个人物品要保管好，家门钥匙
及零花钱要随身携带，不随意摆放；4. 当
自己财产受到侵害时，要告诉家长和老
师，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五、宿舍安全
1. 不在宿舍内存放烟花爆竹等易燃

易爆物品；2. 不在宿舍内私接电线；3. 电
器发现异常，要及时报告宿管老师；4. 离
开宿舍时，务必检查并关闭门窗及电灯、
电扇、充电器等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5.
特别加强贵重物品的保管；6. 在宿舍楼
内或周边发现行踪可疑的人，应加强警
惕，及时报告学校保卫人员。

昨日上午9点走进城山路菜市场
古色古香的大门，里面有不少正在采
买的市民。途经一楼水产区，各个摊
位前面的地砖上没有一点水渍。乘电
梯来到二楼，几个合着盖子的垃圾桶
靠墙依次排开；来到蔬菜区，所有蔬菜
都整齐摆放在台面内，不见菜叶伸出
摊位来“占道”。在一个摊位前，市民
丁女士挑选了豆角、白玉菇等好几样
蔬菜。“这边不仅地方宽敞，灯光明亮，
而且摊位干净，看着就有购买的欲
望。”丁女士家住凤凰莱茵苑，她说，自
己绕远到城山路菜市场买菜，除了菜
品种类多，环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位于市区城山路崇海路路口的城山
路菜市场，建成投用不到两年，硬件设施
称得上是市区农贸市场中的“高配”：市
场外搭建有可以停放电动车的雨棚；西
大门设上下扶梯，内部也有两部客梯；市
场内还设有座椅供往来的市民休憩。但
在狼山镇街道市场办主任吴国兵看来，
市场能够吸引市民绕远路来买菜，靠的
可不仅仅是硬件。

市场上下两层共有80多个摊位和配
套店面房，经营户来自五湖四海，这也为市
场管理带来一定难度。“只有大家都服从管
理，整个市场的经营秩序才能有所保障。”
吴国兵说，既然要经营户“上规矩”，那一定
得拿出一套规章制度。为此，市场在投用
之初就实行摊位信息“一户一档”制度。

随机打开一份经营户的档案袋，里
面不仅装着租赁合同、经营承诺书等，该
经营户全年表现也都悉数记录在案，作
为下一年度合同续签的依据。“诸如缺斤

少两、私自敲掉台面、小拖车乱停乱放等
违规行为，发现一次亮一张黄牌，必须立
即整改，一旦积满5张黄牌，市场有权解
除合同。”吴国兵说，对以次充好、卖假货
等严重违规行为，市场则实行“一票否
决”，直接红牌罚下场。

长效管理，功在平时，靠“打突击”不可
行。为此，街道市场办投入人力，每天通过
巡场发现问题立即敦促整改。蔬菜上架
前，必须先到整理间择去烂叶，洗掉泥土。
小拖车、冰柜等一律放到位于地下一层的
固定划线位内，以保持购物区畅通整洁。
市场外出现卖自种蔬菜的流动摊贩，管理
员疏堵结合，将部分符合要求的小贩引至
市场内的自产自销区，在规定时间里售卖。

市场每季度召集相关经营户开一次
大会，每次会议主题明确，从食品安全、
消防安全等方方面面给大家上“紧箍
咒”。“管理员一次次地提醒，我们照做，
渐渐就形成习惯了。”在市场内经营半成

品的刘金梅说，如今自己不等管理员劝
就主动自查，冰柜上的玻璃清理得干净
了，净菜的卖相更好，回头客也更多了。
从被管到自律，守规定、讲秩序如今已成
为绝大多数经营户的自觉。

硬件设施是“颜值”，有效且长效的
管理，才是提升葆住农贸市场“颜值”、推
动其全面提档升级的内涵所在。今年以
来，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
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梳理每一个农贸
市场的存在问题，采取一户一表格、一周
三督查、一周一通报的“三个一”举措，抓
整改落实，委托第三方开展评估，梳理出
问题清单，通过不间断督查、检查，对存
在问题对账销号，及时整改。以城山路
菜市场为试点，崇川区市场监管局构建
了以“市场管理、行政监管、经营自律、严
格考核”四位一体的市场管理体系，将农
贸市场长效管理推向纵深。

本报记者 王玮丽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9月以来，我市已连续出
现3个轻度污染天，特别是7日凌晨和早间，受外围
台风不利气流条件，造成区域出现长时间低风静稳，
叠加本地内源排放造成空气污染。当天上午，市生
态环境局就召开了紧急会商会，进一步明确臭氧应
急管控、臭氧和PM2.5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对在相
关站点周边开展巡查、专项督查、走航监测以及加大
联动执法力度、重点企业落实错时错峰生产情况督
查等工作进行详细部署，多措并举扭转9月开局不
利的现状。

当日晚间，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带队，采用
“四不两直”的方式对企业错峰生产、VOCs 和扬尘
管控进行执法检查。

检查当晚，在吉宝船厂，针对前一次检查发现的
补漆、固化车间未密闭以及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
理措施不到位问题，执法人员进行了“回头看”，要求
无组织排放异味明显的工段尽快上马配套治污设
施，目前企业正在整改中。

在临港工业园区，检查时工地洒水和喷淋装
置正常作业，检查人员要求工地负责人夜间不能
放松扬尘管控。如果是连续施工，晚间十一点至
凌晨时段，应尽量扩大作业面，压降当日晚上
PM2.5 ，同时为次日压降颗粒物奠定基础，避免累
积影响。

在南通宝钢线材有限公司，检查组一行发现酸
洗车间废盐酸烟气吸收液呈强酸性，污染物处理效
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执法人员将对处理工艺和烟
气处理情况进一步核实，以确定企业是否存在环境
违法行为。

在中远海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检查人员发现
企业正在进行污染物治理设施升级换代，蓄热式沸
石转轮RTO炉即将代替原先的活性炭吸收VOCs
进行脱附催化装置，正式运行后将极大提高VOCs
的处理率。

市生态环境主要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生态环境部门将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涉
VOCs企业、各类工地、道路扬尘等污染管控力度，
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及时交办整改发现问题，跟踪督
办处理结果，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强化走
航监测，紧盯各国控站点数据变化情况，及时预警、
调度、督促高值站点加强管控，做到问题精准、时间
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施精准，全力压降臭氧
和PM2.5浓度。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日上午，南通市红十字会
开展2020年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市卫健委、团市
委、市一院、城建集团、沿海开发集团等30余家爱心
单位，组织人员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当天共有
112份“生命种子”存入中华骨髓库，为白血病患者
送上“生命”的礼物。

早上八点半，志愿者们进入集中采样活动室，首
先测量血压和身高体重；医护志愿者为他们采集了
6-8ml的血样；随后，采样志愿者们通过扫描“博爱
南通”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信息登记。当天，一批又
一批的爱心志愿者来到市红十字会集中采样点，伸
出手臂，献上“生命种子”。

自招募采样志愿者倡议书发布以来，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宣传发动，在单位招募
采样志愿者。采集现场，公职人员与医护工作者率
先垂范，踊跃捐献的爱心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作用。

截至本月，南通已有52位成功捐献者，同时
有16140名采样入库志愿者，中华骨髓库库容量
的不断增大，为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更多生
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市医保局
昨日消息，根据《江苏省职工生育保
险规定》和《南通市职工生育保险办
法》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将全市生育
保险一次性营养费补助标准上调至
1721元。

生育保险一次性营养费补助，是
在职工生育或者妊娠满7个月引产的
情况下，发放的一次性补助，标准为当
地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的2%。去年我市城镇非私
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86070
元，则今年的补助调整为1721元，比
去年增加148元。

该标准执行时间为2020年7月1
日至2021年6月30日。相关人员可
登录“南通市医疗保障局”网站，依次
点击公共服务、公共查询、个人信息查
询，输入社会保障卡上的“人员识别
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四位。进入
后，点击“生育保险查询”，即可查到本
人的产假天数、生育津贴和一次性营
养补助金额。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 通讯员沈鑫
晏）“以前一到用水高峰，经常会碰到水
流变小的情况，现在水压明显比之前稳
定了许多。”今年，紫东花苑二次供水泵
房实施改造后，小区高层住户王女士对
改造效果表示挺满意。

老旧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泵房作为供

水系统的“最后一公里”，关系到城市供水
的水质与安全。为提高居民用水质量，保
证供水设备平稳安全运行，市水务公司将
35个老旧高层住宅小区二次泵房提标改
造工作纳入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据市水务公司设备管理中心负责人
王吉华介绍，水务公司对符合条件的二次

供水泵房进行硬质隔离，使其成为独立封
闭的空间，并加装了视频监控系统、门禁
系统、红外线报警系统和对讲系统，保证
了居民用水安全。同时对泵房墙面进行
粉刷,贴墙砖、地砖，加装除湿机，增设洗
涤池和卫生洁具等，改造后的泵房整体环
境“大提升”。针对居民对水质要求提高

的需求，市水务公司在实地勘察后，对符合条
件的泵房安装浊度仪，实时监控泵房出水的
浊度，保证居民用水质量。

截至目前，第一批10个泵房已经改造完
成，第二批泵房正在有序推进中。通过实施
改造，高层住宅用户水压不稳的问题将从根
本上得到解决，居民供水安全也更有保障。

开学了，这30个安全提醒要知晓

特约

记者探访市区城山路菜市场——

葆颜值提内涵，长效管理功在平时

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四不两直”

突击夜查大气污染管控措施

近日，南通市实验小学的师生们郑重承诺不挑食、不浪费，同时邀请身边人参与到
学校倡导的“光盘”行动中来。图①为老师带领孩子了解有关粮食的小知识；图②③为
该校学生及家长们收到倡议后，竞相秀出各自的“光盘”杰作。 沈樑 仇剑菲摄

市区35个老旧高层小区二次泵房实施提标改造

护航“最后一公里”居民用上放心水

生育保险一次性
营养补助调至1721元

新标准自今年7月1日起执行

市红十字会举行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

112份“生命种子”
存入中华骨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