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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http://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
证金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1日

表1

表2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南

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文
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
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0513-59001186、59001958。

南通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地块编号

R20031

地块位置

槐杨路东、
茶花路南

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M2)

57563.54

建筑面积
(M2)

≤96585

容积率

≥1.62且＜
1.68(上限
以建筑面
积为准)

建筑密度
(%)

≤18

绿地率(%)

≥35

出让年期
(年)

70

起挂价
(元/ M2)

723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1618

注:节假日不休息

地块编号

R20031

网上竞买申请和
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0年11月13日起，2020
年11月19日下午3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0年11月13日起，2020
年11月23日下午3时止

10月16日，沪苏浙皖检察工作座谈
会在上海举行，南通市海门区检察院检察
长钱国泉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
大战略。近年来，海门区检察院认真落实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和历次沪苏浙皖检察工作座谈会精神，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新发展理念和
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在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优化法治营商环
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实践。

近年来，海门区检察院先后与崇明、

启东检察机关签署《北长江口生态环境保
护检察协作实施意见》，与太仓、宝山等五
地检察机关签署《关于建立长江口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协作联盟的意见》，与
上海铁检签署《关于加强环境资源保护和
食药品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协作的工作
机制》，不断推进区域司法政策适用标准
统一，推动区域检察数据和服务平台共享
集成。协作机制建立后，海门区检察院与
联盟单位开展务实合作，妥善办理了与上
海跨区域协作的首例环境类跨区行政公
益诉讼和首例食品安全领域跨区行政公
益诉讼，通过诉前磋商促进公益问题在短

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取得了很好的办案
效果。

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海门与
上海、苏南等地区在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等方面加速互联互通，海门
区检察院主动对接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民
营企业新需求，发挥打击、预防、监督、
教育、保护等检察职能，优化法治营商
环境。一方面，依法起诉集资诈骗、合
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犯罪，妥善办理了涉案金额
33.45亿元、参与群众6000余人的上海
信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大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坚决打击敲诈勒索、职务侵
占等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违法
犯罪，营造健康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另一方面，建立了“企业涉法涉案
信息沟通”“涉案企业经营状况调查”

“涉案企业依法管理共建”三项机制，完
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
全面实施“网格+检格”联动融合建设，
当好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五星级店小
二”，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保障。

“下阶段，海门区检察院将认真贯彻
本次座谈会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进一步深化检察跨区域协作机

制，不断扩大联盟范围和协作内容，推动
区域协作由‘一家亲’
提升到‘一盘棋’，为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多检察智
慧和检察力量。”钱国
泉表示。

张春燕
扫码关注南通检察

海门区检察院：区域检察协作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遗失公告
▲ 周 迎 春 ( 身 份 证 号
320623196502017814)遗失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书，编号：0200003206008002014004975，
声明作废。
▲ 王 富 芳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22196304027169，声明作废。
▲港闸区北辰机械设备经营部遗失江苏增
值税专用发票壹份，代码：3200193130，号

码：27156196，声明作废。
▲南通百鑫石化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91320602781261907M，编号：
320602000201707170075，声明作废。
▲杨舒涵遗失南通市港闸区奇趣语言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032001900204，发票号码：
67208420，金额：13999元，声明作废。
▲张恒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R320563248，声明作废。

▲玩具反斗城（中国）商贸有限公司南通万
象城店遗失收据，号码：0000423，金额：
15000元，事由：装修押金，声明作废。
▲郑钰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B32046891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南通市润盈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1235494816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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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人民币减少至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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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润盈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减资公告

南通联泰塑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061233094795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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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人民币减少至50
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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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联泰塑胶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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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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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46号南通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挂牌价格和竞买规则，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
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表3。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1日

表1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
出让要求等详见南通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
《出让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
录网站（http://www.landnt.
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
竞买手续。咨询电话：0513-
59001186、59001958。

表2

表3

地块编号

R20030

地块位置

通富路东、观阳路
南、洪江东路北

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M2)

73113.72

建筑面积(M2)

≤166000

容积率

≥2.00且＜2.28
(上限以建筑面积为准)

建筑密度(%)

≤18

绿地率(%)

≥40

出让年期(年)

70

地块编号

R20030

竞买规则

本地块竞买实行地价房
价“双控”并摇号

起挂土地单价
(元/M2)

33440

土地最高限价
(元/ M2)

39340

房屋最高备案指导均价
(元/M2)

295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44493

地块编号

R20030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0年11月13日起，
202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0年11月13日起，
2020年11月23日上午11时止

注:节假日不休息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扶贫工作已
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启东市
民政局统筹运用各项社会救助政
策，持续改善基本民生保障，不仅在
消除绝对贫困上下大力气，同时更
多关注解决“相对贫困”，让更大范
围、更多类型的支出型贫困家庭共
享发展成果。

兜底保障
瞄准政策覆盖“盲区”

截至上月底，启东 11944 人建
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中，民政部门兜
底脱贫的对象占比为56.66%，其中
城乡低保4448人，特困供养862人，
残疾人两项补贴1436人，困境儿童
22人。

按照“兜底保障一批”的要求，启
东民政部门深入摸排，将符合条件的
困难群众及时纳入特困供养、最低生
活保障、临时救助、残疾人补贴、困境
儿童保障，让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医疗、教育等
专项救助为支撑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
系在启东已经形成。该体系为解决低
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提供了制度保
障，但启东市民政局局长陈玲发现，以

“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基本不
考虑支出情况，无法精准反映每个家
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存在政策覆盖的

“盲区”。
“‘十四五’后扶贫时代即将来临，

不仅要消除绝对贫困，还须解决相对
贫困；不仅要兜住存量贫困人口，更要

防止中低收入人群因刚性支出而返
贫。”陈玲说，为此，启东通过分析支出
型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和困难类型，
建立了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三步工
作法”，分别从“减负、兜底、救急”三个
层面精准施策、落实举措，帮助贫困家
庭渡过难关。

“靶向救助”
为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减负

大数据显示，启东每年约有5000
人因患大重病住院治疗，报销后平均
自负医疗费用超过5万元，再加上误
工、陪护等支出，因病致贫已经成为当
地支出型贫困的首要原因。

陈玲说，大额自付医疗费用一直
是家庭的“痛点”、社会的“难点”，也是
社会救助的“盲点”。“我们针对因病支
出型贫困家庭设计的救助办法，除了
保障低保、特困人员、孤儿、低收入家
庭等传统民政对象外，将救助的重点
确定为上年度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总额
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且达到一定额度
的因病致贫家庭，让他们在接受第一
轮基本医疗保障，第二轮大重病医疗
保险、医疗救助或慈善援助后，再享受

第三轮针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靶向救
助”，切实减轻这部分家庭的医疗费用支
出负担。

“急诊救助”
探索社会救助快速响应机制

如果说，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办
法缓解了一部分重病患者家庭的医疗负担，
那么，启东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的《启东市支
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办法（试行）》，
则是为因病、因灾、因残、就学等刚性支出费
用较大致贫家庭兜底而“量身定制”。

据了解，政策实施以来，启东共救助支
出型贫困家庭295户533人，发放基本生
活救助金407.81万元。不仅如此，今年，
启东还积极探索建立社会救助的快速响应
机制，进一步完善以临时救助为枢纽的“急
诊救助”模式，突出“早、快、暖、准、实”。截
至目前，启东全市共开展临时救助2350人
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155.01万元。

陈玲表示，下阶段，启东将继续围
绕构建“弱有所扶”的大救助体系，坚持
问题导向，持续创新突破，补短板，强弱
项，落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进一
步丰富保障和服务内容，切实增强困难
群众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李彤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昨日，市大气办
发布通告，自当日20时起，全市启动二阶
段应急管控。

据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10
月21日-22日，我市扩散条件不利，受北方
污染输送影响，PM2.5浓度将连续4个小时
超过65微克/立方米。根据《关于印发〈南
通市空气质量异常预警和应急管控方案〉的
通知》，已达到二阶段预警条件。此前，受不
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市已于10月17日8时
启动空气质量异常一阶段预警。

市大气办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
《方案》要求，严格落实二阶段各项管控措
施，压降工业污染源排放量，加强施工、道路
扬尘管控，强化机动车疏导，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加强监测监控，强化重点区域巡查。

眼下通城已经入秋多日，秋季天气干燥，正是森林火
灾的易发高发期。南通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截至2019
年，全市森林覆盖面积 2046.98 百公顷，林木覆盖率
25.86%。森林防火区域主要集中在五山地域及沿江沿
海防护林带，其中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是省级重点森林防
火单位。可以说，森林防火工作容不得丝毫马虎，必须人
人参与，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秋冬草木干，防火要当先，进
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严禁一切户外用
火。森林防火要做到“五不烧”，即：未经批准不烧、未开
好放火线不烧、未准备好打火工具不烧、无人看守不烧、
风大不烧。同时还要做到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
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
赶动物；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
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
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在野外
烧火取暖；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
加扑火救援。

总的来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
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在这也提醒广
大市民，不要私自携带火种进入森林，一旦引发森林火灾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
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即30亩以上的，应予
以立案追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犯失火罪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
立案。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昨日，市市场监管局通报了9
月全市电梯应急处置情况，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共接电
话428通，应急处置电梯困人故障423起，解救被困人员
602人。

从9月造成电梯困人和投诉故障的原因统计分析来
看，人为原因占比仍保持在四成以上，占比44.92%。其
中29.55%为生活垃圾导致开关门受阻，其他人为原因还
包括野蛮搬运导致门变形、装修垃圾导致开关门受阻、超
载、阻挡关门时间过长等。

除了以上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乘客还会通过
“踹电梯”等极端行为来发泄压力和情绪。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再好的电梯、再细致的管理，也
禁不起恶意破坏。文明乘梯，不仅仅是保护电梯，也是保
护我们自己。如果被困电梯，可通过轿厢内的紧急报警
装置或者拨打96333电话求援，千万不要采取扒门、踹门
等盲目自救行为，以防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受北方污染输送影响

我市启动空气质量异常
二阶段预警

启东瞄准“盲区”、靶向救助，让更大范围、更多类型的支出型贫困家庭共享发
展成果——

小康路上确保一户不落

昨日，14对来自
一线的新人、金婚夫
妇、劳模应邀来到南
通机场，观摩机场国
旗 护 卫 队 升 旗 仪
式。据了解，这是市
总工会“最美的季节
遇见最美的你”职工
集体婚礼的前序。
近日，市总工会将为
52对职工夫妻举行
集体婚礼，深情演绎
普通劳动者的浪漫
爱情故事。

记者 许丛军摄

9 月全市应急处置电梯困人故障 423

起，市监提醒

电梯安全还须多方共同守护

秋冬草木干

这些森林防火常识需牢记

特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