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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我市防空警报预警报
知防范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关于组织防空警报试
鸣的规定，我市将于9月18日组织全市防空警报试鸣。试鸣时间为上
午10:00至10:19。试鸣方式如下：

（一）警报试鸣的时间与信号：
10:00-10:03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

周期，持续3分钟）；
10:08-10:11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

周期，持续3分钟）；
10:16-10:19鸣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
（二）试鸣期间，机动警报车队在市区主干道巡回同步鸣报。
（三）南通电视台一套、南通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和交通频道10:00-

10:03插播防空袭预先警报信号。
（四）防空警报试鸣期间，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

社会人员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防空警报试鸣公告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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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海
门市开发区园中路东侧、园北路北侧的
1333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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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10时至2020年10月22日10时止，起拍价：
286万元，保证金：29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11月9日
10时至2020年11月10日10时止，起拍价：
228.8万元，保证金：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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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0月
4日10时至2020年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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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启东市明珠新村73幢106室房地产【不动
产权证号：00116694、00116695】，混合结构，
所在层数：1层:建筑面积：101.4平方米，房屋
用途：住宅，共有情况：共有，登簿日期：2010
年12月29日。（具体以现状拍卖交付为准，本
院不作任何承诺。）

市场价(网络询价)：1254968元,起拍价：
88万元，保证金: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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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6285938、13962835700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0年9月3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为更好服务中国电信客户，提升中国电信移

动网络品质。我公司计划于9月18日0点至5点

在海门区、启东市、开发区，9月23日0点至5点在

海安市、如皋市、通州区，9月25日0点至5点在崇

川区，进行移动基站升级，届时将短暂影响用户的

移动网络业务，对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
2020年9月16日

网络调整
因通州湾示范区危桥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和施工顺利进行，依通州湾示范区三余镇人民政府申请，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自2020年9
月20日始至2021年1月20日止，对S221(原海防公路)、环海线、三
汤线等道路部分桥梁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具体桥梁路段如下:

一、S221盐场桥路段，过往车辆请从G328绕行；二、环海线忠东
一号桥路段，过往车辆请从海平线绕行；三、环海线中心桥路段，过往
车辆请从G328绕行；四、北兴桥支线北兴桥小学桥路段，过往车辆
请从原北兴村中心路绕行；五、北兴桥支线三兴桥路段，过往车辆请
从原新华村、三条桥村中心路绕行；六、三汤线新岸河桥路段，过往车
辆请从G328绕行；七、新中闸桥路段，过往车辆请从长江路、乐海大
道绕行。

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遵守施工路段交通信号，服从现场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提前择道绕行。

特此通告

通 告
通公交规[2020]39号

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14日

遗失公告
▲ 蔡 军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02197102140015，声明作废。
▲南通荣伟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063001911503，声明作废。
▲如东县石屏运输站所属船舶石屏货
368 遗失营运证正本，号码：苏 SJ
（2018）06002684，声明作废。
▲通州市华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683000224219，声明作废。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
心支公司遗失以下执业证，编号：
02004932060080002018000072、
02004932060080002018000353、
00009132060000002019000086、

02004932060080002019000120、
02004932060080002019000162、
00009132060000002019000133、
00009132060000002019000192、
00009132060000002019000310、
00009132060000002019000328、
02004932060080002018000642、
02004932060080002018000667、
02004932060080002017000521、
02004932060080002017001063、
02004932060080002018000152、
02004932060080002019000056、
02004932060080002015000139、
02004932060080002017000513、
02004932060080002017000610、
02004932060080002017000556、
02004932060080002018000021、
02004932060080002018000030、

02004932060080002018000466、
02004932060080002013000444、
02004932060080002013000452、
02004932060080002013000485、
02004932060080002013000469、
02004932060080002014000379、
02004932060080002014000598、
02004932060080002014000223、
02004932060080002014000231、
02004932060080002010000210、
02004932060080002014000258、
02004932060080002015000198、
02004932060080002014000354、
02004932060080002014000387、
02004932060080002014000400、
02004932060080002014000434、
02004932060080002014000483、
02004932060080002015000018、

02004932060080002015000376、
02004932060080002015000569、
02004932060080002017000100、
02004932060080002017000126、
02004932060080002017000327、
02004932060080002017000343、
02004932060080002017000923、
02004932060080002017000982、
02004932060080002018000136、
02004932060080002018000185、
02004932060080002018000216、
02004932060080002018000265、
02004932060080002018000257、
02004932060080002018000312、
02004932060080002018000407、
02004932060080002018000458、
02004932060080002018000499、
02004932060080002018000579、

02004932060080002018000878、
02004932060080002019000120、
02004932060080002019000077、
00009132060000002019000125、
00009132060000002019000457，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通州市华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于2020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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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 地址：通州市三
余镇海晏闸北村七组
通州市华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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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刚刚跨进清华大学校门的
启东海复农家“排球丫头”樊文艳，给
记者发来一组在清华的照片，她说：

“太忙，没拍多少照片。不管到哪里，
我一定不负韶华，拼搏进取。”

樊文艳5岁时，父母离异，先后重
组家庭，樊文艳一直和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海复中心小学离家三里，是江
苏省排球传统小学，走出过施海荣等
排球名将。小学班主任陆洁华说，文
艳刻苦自强，学习有韧劲，训练有狠
劲。

爷爷樊发新说：“文艳从小学三年
级参加排球队起，从没缺过一节课，也
没耽误过一场训练。感冒了，多喝水，
出一身汗，照练。脚崴了，忍一忍，坚
持到底。因家境贫寒，她自小节俭，体
谅长辈，我们要买鱼买肉改善伙食，她
总说不用，买点青菜萝卜就行了。给
她零用钱买鸡肉串增加营养，她不舍
得吃。她的营养就是一天三顿粗茶淡
饭。她说，封闭训练时，有鱼有肉，能
量够了。”

排球的强化训练，每天两至三小
时，星期天加倍。同学们在教室里学
习，她们在蹦跶跳跃，汗流浃背。星期
天同学休息或自主安排学习，她们在
流汗。寒暑假同学们在旅游休闲，她
们在加紧训练。

樊发新说：“小学毕业后，文艳到南
通田家炳中学读初中，那时用的手机只
有拨打电话的功能。高二时，因为学校
布置作业通过手机，才给她换了智能手
机，但她从不玩游戏。这孩子，特别懂
事。”

小学阶段虽然训练艰苦，有时封闭
集训一至两个月。想到同学们天天在学
新的课程，文艳不免着急。班主任陆洁
华总是安慰她。知道她有集训任务，就
把一个月内的课程预先辅导给她，并教
她预习的方法。集训回来后，再对她单
独测试，然后拾遗补缺。陆老师说：“樊
文艳在集训期间，把书包也带到训练场，
利用集训的间隙做题和看书。体力和脑
力的相互转换，使她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和紧迫感。文艳小学阶段的学习没有落
下，初中成绩稳定，以高分考进南通中
学，完全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樊文艳在南通读了6年中学，都是
奶奶陪她一起度过的。初二时，集训伤
了脚。医生说，不适宜练下去了，她哭
了，说：“我不能离开排球，我喜欢球场上
的拼搏。”后来休息治疗了一个月，又继
续参加集训了。南通中学排球教练高峰
老师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倔，这么刻苦
的学生。”

樊文艳说：“初高中6年，学习很紧
张，我担心过，也动摇过。初中时因为集

训和比赛，三个月没上课，高中时也有一
个月没上课，这么多的课程落下来，谁都
着急。这时，小学阶段养成的习惯帮了
我大忙。我训练时总带一本书，休息时
便读起来。晚上同学睡了，我再学一至
两小时，估摸着能跟上班里的进度才
睡。进入高中冲刺阶段，学习更紧张了，
每分钟都是珍贵的。每天两三小时的训
练，每学期封闭一月的集训，落下的课程
只能从平时的睡眠和休息中挤出来。深
夜了，一盏盏灯光熄灭了，我的灯还亮
着。我告诫自己，学习一定不能落下
来。高中时，我担任了女排的队长，自己
训练外，还要训练下一届女排。我真的
有些胆怯了。教练高峰老师说，你一定
行。我心里说，老师，为了你的信任，我
会坚持下去的。”

樊文艳特别感谢无私帮助她的老师
们：“高三时，我觉得英语落下来了。英语
老师张兵说，我替你补上去！我只要抽空
去，他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替我补课。遇到
饭点，也替我递一份。一面吃饭，一面提
要点。张兵老师义务给我补习了整整4
个星期。高考时，我很弱的英语得了93
分。我前进的每一步，都浸润着老师的心
血和汗水。没有小学至高中老师的一次
次鼓励，我是跨不过这个坎的。”

樊文艳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么多帮
助我成长的人。我从农家走入清华，是

许多人合力的结果。小学时，村支书王
永煌叔叔联系他同学陈建东，每年都定
向资助我逾千元，为我解了燃眉之急。
我舅舅自身并不宽裕，舅妈也身患重病，
但他每年仍给我送钱送物。每遇学习、
比赛和升学的重要节点，他总会给我指
引正确的方向。他说，你要拼搏，一定要
成功！”

海复镇北固村樊家，水泥窗门框，旧
砖地面，石灰斑驳的墙，40年前的碗橱
和桌凳，电器只有白炽灯泡、电扇和刚买
的冰箱。站在前来祝贺的乡邻面前的樊
文艳，身高1.78米，洗得发白的运动衫，
沉稳聪慧的眼睛，略显淘气的嘴唇，隐隐
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倔强气息。

她和队友曾用汗水获得江苏省第24
届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第一名、全国体育
运动学校青少年U17女排锦标赛第一
名、江苏省少年排球锦标赛第一名……
一桌子都放不下的奖状、奖章，记录了她
成长的历程。

高考前，沪上名校承诺免试录取樊
文艳，但她婉拒了。她要凭自己的实力
拼搏一下。樊文艳实现了南通中学排球
特长生考进清华零的突破，她以超过录
取线19分的成绩就读法学专业。谈到
未来的大学生涯，樊文艳说：“我有信心，
继续做到打排球、学习两不误！”
本报通讯员 田耀东 本报记者 朱一卉

本报讯（记者沈樑）昨天，市教育考试院发布召
开招飞宣传会员会，根据空军招飞工作局南京选拔
中心、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的工作部署开
展宣传动员。至此，2021年我市招收飞行学员工作
全面展开。

下一阶段，各县（市、区）招办、学校将根据空军
招飞工作局南京选拔中心、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
办公室的工作部署以及市教育考试院相关时间安
排，制订工作方案、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学生报名。9
月20日各地各校将组织报名海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上站初测；10月11日下午至12日，各地各校将组织
报名空军飞行学员学生上站初检。所有学生上站检
测地点在市教育考试院内，其中报考空军飞行学员
的如皋、如东、海安、启东地区学生检测时间为10月
11日下午2：00，市区（含通州、海门）学生检测时间
为10月12日上午8：00。

据了解，和去年相比，今年空军所有推荐对象均
需在空军招飞网上实名注册报名。推荐对象可电脑
登录“中国空军招飞网”或通过手机下载“中国空军
招飞网”APP进行实名注册。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有
关考生，以上检测时间为初步安排，请提前15分钟
到达，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如果发现身边存在机动
车排放违规检测违法行为的，可拨打12369举报。
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鼓励群众举报机动车
排放违规检测违法行为。

《通告》中指出，为鼓励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参
与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进一步完善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监管体系，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运行管
理，积极打造依法、规范、健康、有序的机动车排放
检验市场，根据《南通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
整治实施方案》，鼓励群众举报机动车排放检测时
加装排气管并在复检后拆除、用其他车辆替代检
验、利用计算机软件篡改或伪造数据等方式出具虚
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群众举报热线为
12369。

经调查属实的，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奖励，生
态环境部门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

本报讯（记者金帅）昨天，2020年南通市网络
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长三角网络安全产业园举行。
9月14日至9月20日宣传周期间，全市将开展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日活动，通过校园日、法治日、
电信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
主题日活动面向大众全面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网络安全宣传周始于2014年，在每年9月的
第三周，从中央到省市同步举行，是以“共建网络
安全，共享网络文明”为主旨而开展的全国性网络
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周活动。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
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根
据上级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我市将组织举办系列
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以及对网络安全工
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市普及网络
安全防护知识，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和防护技能。

开幕式现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
司、长三角网络安全产业园江苏智慧安全可信技术
研究院被授予“南通市网络空间安全实训基地”。我
市还将继续深入挖掘、整合优化网络安全宣传培训
优质软硬件资源，在全市开展更多层次、更宽领域的
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持续助力我市网络安
全人才培养、技能提升和数量壮大。

拒绝沪上名校免试录取，实现南通中学排球特长生零的突破——

农家“排球丫头”圆梦清华

本报讯（记者任溢斌）房屋全部加
固，门窗油漆一新，昨天，记者在崇川区
唐闸古镇的老工房区域看到，修缮工作已
经接近尾声。南通唐闸古镇保护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修缮后的老工房
将部分恢复居住功能，另一部分将建成体
验馆，对外展览。

100多年前，实业家张謇在唐闸古
镇创办大生纱厂。为了解决纱厂外聘的
中层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居问
题，其在工厂北侧的西市街旁建造了职
员宿舍区——老工房。老工房坐北朝
南，共有6弄，有二层楼房3幢、平房3
幢，为砖木结构中式建筑，共占地3220
平方米。老工房现为南通市历史建筑。

唐闸古镇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科
副科长朱凯介绍，2017年，针对老工房
的动迁工作基本结束。因为年久失修，
老工房一些地方出现墙体开裂、梁柱倒
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后，南通唐闸古
镇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分期对老工房
进行修缮。2017年对临街的前两弄进行
了修缮；2019年开始，对后四弄进行修
缮。“我们准备在第三弄建立一个工房体

验馆，让游客能够实地感受到100多年前
的老工房生活场景。”朱凯说，“第四弄到
第六弄，我们将其修缮后，改造成了长租
公寓。”

记者在老工房的公寓样板房看到，
一楼地砖、二楼地板，家具、家电、厨卫一
应俱全。“做了雨污分流，水电线路全部
重新铺设，每弄都设置了消防设施。”朱
凯介绍。

据介绍，唐闸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总面
积83.07公顷，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5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处，优秀
历史建筑14处，工业遗存20万平方米，
是近代南通“一城三镇”格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

自2016年唐闸古镇历史建筑保护修
缮和基础设施更新工程启动以来，已经取
得显著进展。按照东南大学设计院和上
海交大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设计方案，重
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因
素，恢复建成了“汤家巷风貌休闲区”“大
达公电碾米机公司旧址”“新民巷”“复兴
巷”“渡口巷”“北市街商业街”等历史文化
片区，修缮及改造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

2021年招飞工作全面展开
所有推荐对象均需网上实名注册报名

举报机动车排放违规检测有奖
经调查属实后奖励3000元

我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将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日活动

唐闸古镇修缮老工房
部分恢复居住功能，部分对外展览

修缮前修缮前

修缮后修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