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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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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如皋市长江镇长江东路289号兴港商城
商业A7室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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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10时至2021年4月7日10时止，起拍价：54
万元，保证金：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4月25日
10时至2021年4月26日10时止，起拍价：
44万元，保证金：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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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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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苏F27J69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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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2
日10时至2021年3月23日10时止，起拍
价：61740元，保证金：6174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3月31
日10时至2021年4月1日10时止，起拍
价：49392元，保证金：4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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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3
月27日14时至2021年3月28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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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启东市汇龙镇东方维也纳21
幢1703室房地产（含固定装修），不动产权证
号：苏（2018）启东市不动产权第0009374号，
证载房屋建筑面积141.66平方米。市场价
（网络询价）: 2317104元,起拍价：163万元，
保证金:1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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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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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拍卖南通市中南世纪城7幢商业101
室、23幢2209室、2210室、12幢20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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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6
日10时至2021年4月7日10时止；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4月25
日10时至2021年4月26日10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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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3-
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1年3月5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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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芳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3206230002077，声明作废。
▲崇川区佩霞纺织品加工场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320623197905118788，声明作
废。
▲俞杰遗失（皮肤与性病）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书，声明作废。
▲ 南 通 日 报 社 陆 峰 （ 证 号
B32002566000006） 、顾 新 元 （ 证 号
B32002566000007） 、 顾 剑 （ 证 号
B32002566000012） 、杜 金 荣 （ 证 号
B32002566000013） 、康 贻 华 （ 证 号
B32002566000014） 、郑 建 文 （ 证 号
B32002566000024） 、 顾 强 （ 证 号
B32002566000054）遗失记者证，声明作废。

▲张剑、张亦然遗失南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号码：0012626，金额：
180720 元，V 公馆 A4-1005 房款，声明作
废。
▲张剑、张亦然遗失南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号码：0012571，金额：
20000元，V公馆A4-1005定金，声明作废。
▲张剑、张亦然遗失南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号码：0012646，金额：
190310 元，V 公馆A4-1005 房款，声明作
废。
▲胥宥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O
320941348，声明作废。
▲王敏敏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身
份 证 ：320682198909093594，执 业 证 号 ：
02003432060080002016000860，声明作废。

日前，崇川区召开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会，对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将公园二村、公园
三村、虹桥新村、城港新村等50个老
旧小区列入技防改造计划，涉及278
万平方米，任务量是去年的4倍。

秉承“品质为先、精细管理”的城
市发展理念，近年来，崇川区根据《全
市新一代雪亮技防工程建设的实施方
案》《加强南通市智慧技防小区建设的
实施意见》文件要求，将“雪亮工程”建
设与老旧小区改造紧密融合，统筹推
进老旧小区技防升级改造。2020年，
全区共投资4.4亿元，对虹桥新村东
片区（二期）、易家桥新村东南片、百花
苑等12个老旧小区、272幢住宅楼进
行综合改造，改造面积达80万平方
米。改造后，老旧小区的发案率下降，
治安问题有效解决，群众安全感稳步
提升。

监控联网，提升安全感

“我们小区靠近马路，以前经常发
生电瓶车电瓶失窃，自从小区里安装
了监控，治安情况好多了。”家住崇川
区虹桥街道青年路新村的张大爷深有
感触地说。

对老旧小区内部和周边监控设施
进行增设补盲，是崇川区老旧小区技
防改造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崇
川区持续推进监控数据的归集应用，
建立了由区委政法委统筹协调、市公
安局崇川分局、区域治理指挥中心落
实部署的协调联动机制，大力提升视
频资源的利用质效。目前，全区共接
入视频监控 2 万余路，在线率达
99.6%，位于全市前列。

“老旧小区重点及人流集中区域
安装的监控探头联网接入指挥中心，

安排专职人员落实数据巡查、有效监
测。”崇川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主任王强告诉记者，数据的归集应用
实现了苗头性事件的及时预警，便于
网格员与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处置，让网格巡查更具针对性，执法效
率显著提升。

服务民生，提升满意度

“一到下班，小区进入车辆就多，
也不知是不是我们小区的。”“平时周
边商店老板害怕车辆被贴条，也喜欢
把车停在小区门口附近，进出道路本
就不宽，出入很不方便。”“小区靠近学
校，学生放学车辆多、道路堵，路都不
好走。”……这些“停车难”问题，不仅
是将军园小区老住户们的“心事”，也
成为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心病”。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能
在“第一公里”卡壳。在崇川区委区政
府的大力推动下，老旧小区拆除了原
有的违章搭建，增设了停车位，同时在
进出通道安装了智能门禁、车辆抓拍
系统，严格管控车辆准入。经过改造，
老旧小区的生活环境变得整齐、有序、
美观，小区内部及周边的空间也宽敞

了，老年人有了唠嗑的地方、小朋友有了
游戏的场地，老小区被注入了新活力。

智能研判，提升获得感

社区作为市域的“毛细血管”，如何
通过治理方式创新，将各类资源、服务下
放到基层，实现服务群众更加精准、精
细、精致，无疑是新时代下社区治理需要
思考的重要问题。

“智慧治理，智能研判。”市公安局崇川
分局民警金卫华向记者介绍了即将在老旧
小区技防升级改造应用的一体化智慧平
台。通过智能研判分析，平台能够提前预
警老旧小区内可能发生的火险火情等重大
风险，还能对小区内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施常态化分析。一旦
发生异常，网格员可第一时间上门核实救
助，成为服务居民群众的有力助手。

今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对禁
止高空抛物作出了明确规定。金卫华透
露，平台紧跟最新应用需求，通过抓取存
储30秒视频影像，可精准识别高空抛物
楼幢及具体户数，用智能化手段维护法
律尊严。

本 报 记 者 张 亮
本报通讯员 顾天培王笑梅

本报讯（通讯员陈瑞生 记者张水兰）为进一步
传承雷锋精神，深化通州烟草“同心帮扶之家”建设，
连日来，通州区烟草专卖局接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将温暖送村入户。

通州区兴东街道永庆村是通州烟草的结对帮扶
村。活动中，志愿者们将提前用募集爱心善款购置好
的生活用品，充实“同心帮扶之家”的货架，并委托村委
会发放给困难家庭，为困难家庭送上一份温暖与祝福。

通州烟草“同心帮扶之家”自2014年建办以来，
志愿者定期开展关爱困难村民献爱心活动，以扎实
举措履行社会责任。据统计，帮扶之家已累计捐款、
捐物10多万元，帮助困难家庭50余户。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我们可以积小爱成大爱，
汇爱心‘及时雨’，聚同心‘长流水’，尽最大努力去为
困难群众进行长效帮扶。”说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南通
通州区烟草专卖局党支部书记潘文龙如是说。

本报讯（通讯员唐飞 于爱荣）在学雷锋纪
念日到来之际，海安市海安街道海光社区在3月
3日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活动中，海光社区为辖区内的居民提
供了包括爱心义剪、健康义诊、吃汤圆等暖心

“大礼包”。现场各类志愿项目顺应居民需求，
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民、利民、为民
的志愿服务体验。现场活动结束后，社区志愿
者们还邀请辖区维修家电师傅进行小家电义
修。社区志愿者们周到、细致的服务受到居民
群众的一致称赞。

学习雷锋，快乐志愿。活动弘扬了雷锋志
愿精神，传递了正能量，也让社区退休人员充分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为海光社区营造了
学雷锋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马淳浠 记者冯启榕）为感恩回
馈广大无偿献血者，倡导更多的爱心市民参与无偿
献血，本月，市中心血站联合永旺梦乐城南通星湖、
文峰城市广场共同开展“三月学雷锋、热血暖通城”
无偿献血感恩回馈公益活动。

据了解，3月5日至3月21日期间，在市区各献
血点成功献血者，加赠品牌色拉油一瓶。活动期间，
凡在永旺梦乐城成功参与献血的献血者，可额外获得
食用油一瓶，另可至永旺梦乐城咨询台获得牛年创意
环保购物袋一个（送完即止）；活动期间，有无偿献血
证的爱心人士，凭证即可享受永旺商户专属折扣。

3月5日至3月7日，凡在文峰城市广场成功参
与无偿献血的献血者，除常规纪念品外，可额外获得
食用油一瓶（送完即止）；3月1日至3月31日，文峰
城市广场为拥有无偿献血证的爱心人士提供感恩回
馈福利，爱心市民凭献血证即可享受文峰城市广场
商户专属折扣。

本报讯（记者张亮）记者从南通火车站派出所获悉，3月12日
前南通站进京列车实行二次安检，涉及车次G886、Z52、Z140。

“二次安检”，除对旅客有效身份证件等进行二次查验，重
点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特别是瓶装液体、可疑物品进行
再次检查，安检原则为“逢包必检、逢液必查、逢疑必问”。

开展二次安检需要一定时间，南通铁路警方建议乘坐进京
方向列车的旅客至少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安检候车，乘车携带
的物品应符合铁路进站乘车要求，切勿携带危险品、违禁品。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易俊峰）为防止餐饮油烟超
标排放、助力打赢大气污染攻坚战，2日晚，狼山镇街道综合
执法局联合市、区城管执法部门对辖区大气国控点周边餐饮
经营场所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突击检查执法。

此次执法行动主要是对星光耀广场周边餐饮经营场所的
油烟净化装置是否安装到位、是否定期清洗、是否正常使用进
行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了商户油烟净化装置清洗记录，
用移动检测设备对油烟排风口排放情况进行现场监测。“从检
查情况看，虽然所有餐饮服务单位都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但
有部分单位油烟排放超过国家标准。有部分单位油烟净化装
置未能定期清洗，还有一家单位油烟净化装置进出风口装
反。”狼山镇街道综合执法局队员张屹峰告诉记者，对油烟超
标排放单位，执法人员现场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店家定
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装置，保持正常使用，确保达标排放。

近期，执法人员将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如复查仍不达标
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予以行政处罚。

进京列车实行二次安检
乘客至少提前1小时候车

市区城管联动
开展夜间餐饮油烟排放检查

崇川区将“雪亮工程”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紧密融合，群众安全感获得感稳步提升

旧貌换新颜，“智安”新家园

弘扬雷锋精神 涌动爱的暖流
市中心血站：

三月学雷锋
热血暖通城

通州区烟草专卖局：

汇爱心“及时雨”
聚同心“长流水”

海安市海安街道海光社区：

志愿服务“大礼包”
送到群众家门口

图①：4日，中国石化南通石油分公司联合市第三人民医
院、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在工农南路加油站开展“学雷
锋便民利民暖心”服务活动。 徐培钦摄

图②：4日，启东市明珠社区牵手武警中队在启东市社会福
利中心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姜新春摄

图③：4日，南通职业大学、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和陈桥街道
五里树社区联合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 徐培钦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马立学）3日，省交通运输厅港
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召开通扬线通吕运河段航道桥梁工程施工
图审查会，跨越通吕运河的9座大桥施工图设计通过审查。

通扬线通吕运河航道是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规划和江苏省
干线航道网规划的干线航道，是通州湾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建
设的重要内河疏港航道，项目自西向东经过通州区、海门区和启
东市，三级航道整治里程58.254公里，改建桥梁13座。本次通
过审查的9座大桥包括：正场大桥、通州大桥、二甲大桥、兴隆大
桥、新余大桥、包场通光大桥、东方红大桥、天西大桥和S335大
洋港桥，主桥结构形式包含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钢箱梁提篮
拱桥、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和钢桁架桥，桥梁全长约3550米，接
线道路全长约2630米，施工图设计预算约11.33亿元。

作为江苏省2021年新开工的18个重大交通工程之一，该
项目航道工程施工图已获得批复，已开始施工、监理单位招标。
从2020年4月启动勘察设计以来，我市交通部门紧扣时间节点，
强化衔接调度，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组织完成了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为2021年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做好了充分准备。

本报讯（记者黄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长江入海
口，150万株郁金香迎风摇曳，一年一度的启东新湖郁金香花
会将于3月20日开幕。

据了解，今年郁金香花海规模更大，150万株、30多种名
品郁金香种植面积有近5万平方米。本届花会除了赏花，相
较于往届大幅升级了现场互动体验、游乐的项目，除了新增儿
童游乐、休闲娱乐设施，届时还将开展巨型风筝表演、亲子风
筝DIY、花海帐篷篝火晚会、舞台表演、游园闯关打卡、互动抽
奖等丰富的活动。

据了解，本届花会将于4月5日结束。

通扬线通吕运河航道
9座大桥施工图通过审查

启东新湖郁金香花会
3月20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感谢苏锡通园区规划建设局的贴
心服务，帮企业解决了新项目建设图纸审查相关难题，项目开
工时间有望提前了！”3月3日下午，一场专家评审会后，捷捷微
电（南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苏锡通园区规建局表达谢意。

作为园区重点企业，捷捷微电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启动
高端半导体产业化建设项目，但在施工图审查环节遇到难
题。园区获悉后，特地协调市审图中心召开专家评审会，会同
专家对项目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介绍同类项目在外省市的
设计、审批情况。通过解释，市审图中心专家认可该项目的相
关设计，并提出合理的强化措施，设计单位按强化措施完善图
纸后将顺利通过施工图审查。此外，规建局还对该项目的设
计图纸进行了消防设计预审，提前发现并帮助企业解决了图
纸设计中存在的与现行消防技术规范不符的相关问题，确保
项目在施工图审查合格的同时也能消防专项审查合格。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服务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帮助企业解
决图纸设计、审查等环节遇到的困难，苏锡通园区规划建设局
靠前服务、主动作为，为项目建设开展消防设计图纸预审、协
调施工图审查中心加快审图进度，以实际行动为企业解决了
一批难题，推动园区项目高质量建设。

企业项目建设图纸审查遇难题

苏锡通园区靠前服务助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