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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加油站设置规划确认公告(新建)
现将南通市新建第五批强村加油站设置规划确认予以

公告。请有意投资建设的企业于2021年1月20日前向南
通市商务局提出书面申请。企业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

1、企业申请报告；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3、
对照加油站建设要求和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条件，对项目
建设环境和企业自身条件的评估报告。

南通市商务局联系人：顾斌；联系电话：85215635。
地址：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报业大厦705室。
特此公告

南通市商务局
2021年1月14日

拟建加油站位置

204国道海安市白甸镇
丁华村东侧

启东市吕四港镇新船闸
港区临港南路东首

启东市牡丹江路（锦绣
路）北、科苑路东

GPS位置
北纬

32.67632

32.08804

31.81012

东经

120.34547

121.59201

121.61832

项目类型

公路型

岸基型

城区型

建设
类型

新建

新建

新建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2

月8日10时至2021年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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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启东市和平新村52幢501室
房地产（含固定装修），不动产权证号：苏
（2017）启东市不动产权第0018597号，另附
车库13.90平方米，证载房屋建筑面积143.4
平方米。可移动装修及室内物品不在拍卖
范围。所有人占有中，成交后本院负责腾
房。市场价（评估价）: 2586649 元,起拍
价：182万元，保证金:1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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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7081030、
18217158980、4009288512。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1年1月8日

特别提醒！2020年11月3日起，本栏目内容现场办理地址迁移
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1楼窗口，南通市政务服
务中心窗口自11月3日起停止办理相关业务。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
小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联系电话：0513-85118889。

线上办理请扫码

遗失公告

▲马云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身份证

号 码 ：320622197102040044，证 号 ：

063630，声明作废。

▲ 周 泽 进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062419550528545312，声明作废。

▲雷菲菲遗失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证号：20133228642000365，声明作废。

▲陈宝学、陆维珍遗失崇川区生态服务

旅游配套区（五山地区内）工程房屋征收

补偿结算存款单，号码：0020903，存款

金额：145193.85元，声明作废。

▲南通邻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编号为

91320691323650403P）遗失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开发区南通农场腾龙五金建材经营部

遗失EKUY，税号：92320691MA1PC-

CHF0X，声明作废。

▲仲明祥遗失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第一联，号码 ：0000006290，金额 ：

21104.2元，声明作废。

▲仲明祥遗失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第 一 联 ，号 码 ：0000255569，金 额 ：

5173.94元，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在鑫修布加工场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602600262476，声明作废。

2021年起全国实行一年两次征兵。
依法服兵役和进行兵役登记是每个适龄
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和神圣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征兵工作条
例》《江苏省征兵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
现将南通市2021年兵役登记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登记对象。凡户籍在本市范围内
或非本市户籍但在市内各级各类学校就
读，2021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
男性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尚未登记的必

须进行兵役登记，已登记的组织信息核
对。2021年12月31日前年满17周岁的
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应届毕业生有
参军意愿的，也可参加兵役登记。2021
年12月31日前，未超过24周岁的男性公
民，往年参加过兵役登记的必须进行核
验，未参加兵役登记的必须进行补登。

二、登记时间。2021年 1月 1日开
始，6月30日完成。

三、登记流程。①网上登记。符合兵
役登记条件的适龄公民，登录“全国征兵
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

点击“兵役登记（男兵）”选项进行实名注
册，真实、完整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根据提
示打印《男性公民兵役登记/应征报名
表》。②初审初检。网上登记结束后，持
打印表格，携带户口本、居民身份证、毕业
证（学历证明）、2张1寸免冠红底证件照
等材料，到户籍地乡镇（街道）或学校兵役
登记站进行初审初检和现场确认。如因
特殊原因本人不能亲自前往的，可以书面
委托其亲属或所在单位代为登记。③作
出结论。乡镇（街道）或各兵役登记站根
据初审初检和现场确认情况，依法确定应

征、免征或不得征集的结论，按审核程序
发放《兵役登记证》。《兵役登记证》作为有
关部门审验适龄公民履行兵役义务情况
的依据。

四、法律责任。男性适龄公民拒绝、
逃避兵役登记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阻挠公民履行兵役登记或有妨害兵役
工作行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按照有关条款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

规定，对“拒不履行国防义务，拒绝、逃避
兵役”等行为，要进行联合惩戒，拒不履行
后果可能严重的，将面临以下法律惩处：
不能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国有
控股）企业等单位招聘，不能出国（境），不
能取得毕业证，不能办理高校入学、升学
手续，不能办理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
不能银行贷款，不能购买机票、高铁票，不
能享受社会保障等，所在单位作为违法失
信记录记入个人档案等。

南通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1年1月5日

南通市2021年兵役登记公告

春节是人员流动返乡和养老机构老
年人回家过年、家属探视的高峰期，加上
全国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的本土确诊病例
时有出现，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正面临更
为严峻复杂的形势。那么，在采取封闭
式管理的大背景下，机构防控严密程度
如何？住养老年人如有春节返家意愿，
又需办理哪些手续呢？

防控举措较此前更为严密

“你好，我要去护理二区看看老人。”
“有探视预约吗？没有的话，请与区

域主任先联系。”
昨天中午12点45分，阳光老年公寓

入口处，保安袁师傅一边接待着市民陈
女士，见一辆私家车驶来，赶忙跑去履行
询问流程，之后为车内男子测量了体温，
并要求其戴上口罩，出示健康码。保安
师傅保持着一贯的警觉，并告之“目前机
构已施行封闭式管理。”

随后，记者来到市社会福利院入口
处注意到，一张木桌子摆放在传达室外，
桌上放着出入登记本和 3瓶功能不同的

消毒液。保安黄师傅介绍，黄色大喷壶
里装的消毒液是专门喷洒入院车辆的轮
胎的，“爱护佳”的免洗手消毒液用于手
部消毒，还有一瓶喷雾消毒剂是用来给
快递外包装消毒的。此外，入口处还多
了一块红色地垫，上面赫然写着“消毒
垫”的字样，“哪怕是直接服务老人、儿童
的专职工作人员进出，经过大门口，也必
须站在这块垫子上将鞋底消毒后再行入
内。”黄师傅说。

记者一连走访两家民政服务机构后
发现，不论是养老机构还是儿童福利机
构，均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控举措以进
一步落实单位主体责任，且在具体做法
上相较此前均更为严密。

鼓励春节“非必要不返乡”

“今天，机构已接到通知，重启封闭
式管理至春节期间。我们一方面严格落
实预约探视制度，另一方面，也鼓励民政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春节期间‘非必要不
返乡’‘非必要不出省（市）’。”南通阳光
老年公寓总经理尹建芳说，这两天，机构

已开始提前摸排老年人春节返家意愿，
动员老年人尽量留院。对确需离院的老
年人，建立工作台账，登记离院后的主要
活动安排及出入场所，并提前明确拟返
院时间。

尹建芳说，待节后返院时，如有从
中高风险地区返回的老年人，须严格执
行“14+7+7”医学观察措施（即：14天集
中医院观察、7天集中健康管理和 7天
院内单间居住健康监测），经核酸检测
无异常后方可进入生活区域。低风险
地区返回的老年人需提供 7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在院内单间居住隔离 14
天，经核酸检测无异常后方可进入生活
区域。

根据部署，接下来一段时间，福利
院同样施行封闭式管理。市社会福利
院院长任新梅说，除常态化的举措外，
对机构外就学、生活的儿童尤其加强管
理，院里将为外出就学儿童划分独立的
生活区域，配备专职服务人员；与附近
医疗机构建立儿童就医绿色通道，规范
外出就医流程。同时，回家过年的代养
困境儿童和家庭寄养儿童，也须落实每

日沟通报告制度，保持密切联系，确保
防控措施到位。

保障必要民生服务不断档

此次出台的《通知》，主要以养老服
务、儿童福利、民政精神卫生福利等机构
服务对象为目标群体，瞄准重点环节精
准施策，一着不让守好重点场所，坚决切
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

根据部署，全市所有养老机构均须
妥善做好老年人新入院及春节返家服务
保障，书面告知老年人及其家属离院期
间不接触 30天内有境外旅行史及民政
部《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指南》中明确禁止进入养老机构的人员，
不串门、不聚众、不聚餐，不去人员密集
场所，不赴境外旅游探亲，做好个人防
护，及时向养老机构反馈老年人身体健
康状况，以及返院时核酸检测和隔离等
防控要求。此外，养老机构须提前落实
隔离场所，设置返院通道，做好院内转运
保障，分批有序接收返院。

本报记者 李彤

当前，我市重特大项目数量多、建设体量大、牵涉
面广、专业性高，且时间紧、任务重以及现场集中作业
人员数量多，安全监管任务十分繁重。为进一步加强
安全风险防范，市安委办日前下发通知，切实抓牢重
特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作。

市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强
化思想认识，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各重特大项目切实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要狠抓重点关键，加强专业监管、联动监管、精
准监管，落实严格监管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情况发生，确保全市重特大
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对于参与重特大项目建设的各单位来说，必须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认真按照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进行建设施
工，严防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甚至片面追求进
度、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安全生产的情况发生，坚决
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安全保障。 ·俞慧娟·

本报讯（通讯员陈莹 李彬）“请将近期返乡人员
跟踪摸排登记情况出示一下。”8日，如皋经济技术开
发区纪工委工作人员来到社区督查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我们已经安排网格员，挨家挨户排查在外务
工人员情况、宣传防疫知识，对摸排情况进行日报跟
踪。同时，在村里的公众号上发布了倡议书，动员大
家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老百姓非常支持。”面
对督查人员，万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浩翻开台账说。

“近期疫情多点散发，加上临近年底，返乡人员增
多，形势复杂严峻。基层党员干部既是亲人又是带头
人，要以最严最实的工作作风，毫不松懈做好疫情防
控，确保不出现疫情规模性输入和反弹。”如皋经济技
术开发区纪工委书记曹汉清一再叮嘱。

压实责任，挺纪于前，跟踪督查常态化。元旦假
期结束后，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迅速对辖区责
任主体单位的宣传引导、网格划分、措施落实、履职担
当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督促各个单位严控场所管
理，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值班值守，发现问题，及时下
发交办单督促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马正祥 许衡石）“小心！生活中
的这些物品都易燃易爆”“请注意坐便器防冻保暖”，

“生活中的消毒剂你用对了吗？”……翻看通州区五接
镇“活力五接”微信公众号，这些安全知识时常可见。

五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从“综合执法+N”执法模
式入手，以综合执法为支撑，在处理违章、安全生产等
问题时实现“1+1>2”，有力提升了镇区依法治理水平。

“综合执法+媒体”。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
平台发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动态信息、日常生活隐患
提醒等信息，多渠道宣传法律法规。

“综合执法+交警”。综合执法部门定期联合交警
部门，以每周不少于一次的频率对镇区各主、次干道
为重点，对机动车违规占用车道停放的问题进行整
治，截至目前，已教育劝导文明停车二百余次，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明显好转。

“综合执法+公安”。对原韩通地块拆迁期间出现
的私搭乱建行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对该地块违
章搭建的店铺进行前期调研，联合公安等部门对十余
家违章搭建店铺开展了综合整治，有效遏制了私搭乱
建、违法建设等行为，消除了安全隐患。

“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为防止新冠疫情反弹，
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农贸市场
等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场所的管理，每天对出入市场的
人员进行体温测量，检查口罩佩戴情况，针对经营出
售的活禽，落实报告制度。

“综合执法+旅游”。乡村旅游节期间，五接镇开沙
岛迎接游客近四万人次，综合执法局积极配合旅游度
假区工作，做好人员的引导、车辆的疏导等相关工作。

“综合执法+指挥中心”。五接镇安全监管指挥中
心，现有43家企业挂牌运行，监控信号可同步连接至
指挥中心，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派专人进驻指挥中心，
负责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公室与执法指挥中心、后台
职能部门进行联系，多方联动，开展执法工作。

本报讯（记者唐佳美）昨天下午，
南通市水利局工程管理站工作人员来到
观音山地区，在铺港河沿线开展污染源
排查。“雨水管直排、建筑工地井点降
水乱排和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导致污水
入河……”工作人员一边拍摄污水直排
的照片和视频，一边记录问题。

近两年，中心城区 66平方公里水

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去年以
来，我市进一步拓宽治水范围、加大治
理力度、提升管理手段，将崇川区 100
平方公里区域打造成中心城区高质量
治水的典范城区。目前城区水环境治
理重点区域定位在观音山片区，该区
域面积为 34平方公里，市水利局进一
步梳理区域内水系现状，计划通过“控

源截污、河道清淤、水系连通、活水调
度、生态修复”五大举措改善该片区水
环境面貌。

近期，市水利局专题对观音山片区
活水调度逐条河道专题进行了实地调
研，并联合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崇川区
市政和绿化局、农水局等部门，对入河污
染源进行溯源排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发现该地区
部分河道存在水体发黑发臭，污水直排
入河，河道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河道垃
圾漂浮较多等问题。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市水利局第一
时间向责任部门下达了交办单，要求对
入河污染源进行溯源排查，并做好控源
截污工作。

狠抓安全监管关键环节
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

常态化督查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通州区五接镇

“综合执法+N”模式
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我市出台《通知》，即日起至春节期间，全市民政服务机构分类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为疫情防控守好“安全防线”

对入河污染源进行溯源排查
市水利局将通过五大举措改善观音山片区水环境

特约

昨天，在如皋市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新办企业
人员在现场咨询办理新
办企业套餐业务。

新年临近，如皋市税
务部门进一步优化简化
新办企业套餐式服务，将
新办企业从税务登记、税
种认定、财务会计制度备
案，开户银行及账户报
告、生成银税协议、一般
纳税人登记、发票供票资
格等，开票限额工作时限
压缩至1小时，助力企业
开办半个工作日办结。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