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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周一至周日均有专家坐诊，节假日无休 咨询电话：85126072
通卫中医广（2020）第004号

广告

南通市中医院
冬病夏治冬病夏治 开展各项特色外治诊疗项目开展各项特色外治诊疗项目

内调脏腑内调脏腑 扶正固本扶正固本

南通市中医院针灸科、呼吸
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风湿
科、护理专科门诊等科室针对支
气管哮喘、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
炎、痛经、宫寒、免疫功能低下、类

风湿等多种病症开展三伏贴、艾
灸、拔罐等外治诊疗，内调脏腑，
扶正固本。

南通市中医院与您共同守护
一个健康的未来。

南通市中医院南通市中医院20212021年年
冬病夏治火热开诊冬病夏治火热开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8月26日10时至2021年8月2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
海门区东灶乡港西路52-2号进行公
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4万元，保证金2万元，竞
价幅度5000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
二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卖流拍
的，则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
行变卖；任一阶段成交的，则后续程序
自动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
告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因老中界河贯通工程建设需要，现对位于天生港

镇街道国庆村兴福路南侧1组、4组的坟墓进行迁移，

请相关坟主于2021年7月27日起一个月内到户籍所

在地村登记办理迁坟手续，并自行迁移坟冢，过期作无

主坟处理。

联系方式：国庆村 严志林 13901484006

迁坟公告

天生港镇街道办事处
2021年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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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工农北路18号金海岸附3幢
1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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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
日10时至2021年8月27日10时止，起拍
价：59.85万元，保证金：8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9月13
日10时至2021年9月14日10时止，起拍
价：47.88万元，保证金：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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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8月

22日10时至2021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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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拍卖沈阳市沈北新区人和街168-C1号
2-5-1号、2-5-2号室房地产，不动产权证号
分 别 为 ：辽（2017）沈 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65421 号、辽（2017）沈阳市不动产权第
0265463号。房屋建筑面积：102.73平方米，
所在层数：5层，规划用途：住宅。市场价（网
络询价）:748089 元和 645814 元,起拍价：
52.4万元和45.3万元，保证金:5万元,增价幅
度：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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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8435701、18206282298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0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8月2日 07:30-15:25 10kV万盛196线部
分停电 无8月 2日 06:00-16:00 10kV校农线、10kV
场东线 花家渡村、七房村、继华钢丝拉丝厂、
亲香贝尔贸易、蒙哥马利电梯、江海大道路桥、
盛佳交通、盛腾铝业、大光明、牧野织物、威扬
皮革、大正机械、天宠纺织、福瑞达、纳琳威纳
米科技、苏中物流（亿邦）、江华福乐达、江华机
械、高新产业过渡房、加达姆斯、翠丰纺织、三
益交通工程、斯维特、南通六建、大明混凝土、
公路管理、正场粮食储备等用户8月 2日 08:00-15:30 10kV肿瘤线 酒库
公配8月3日 08:00-16:55 10kV翠湖132线部
分停电、10kV豪庭 116线部分停电 南通蓝鸟
彩印有限公司（8100520151）8月3日 07:00-14:55 10kV富三131线部
分线路停电 无8月3日 07:30-15:52 10kV富三131线部
分线路停电 无8 月 3 日 09:00-16:55 10kV 海镇 172 线
小海村 22组(5414)、8100287729-南通市小海
镇小海村村民委员会、派出所（5495）8月 3日 06:30-14:00 10kV龙游线 二甲
公配8月 3日 07:30-14:00 10kV长征线 定兴
桥村8月3日 08:00-18:00 10kV余腾111线、10kV余米112线无

8 月 3 日 08:00-18:00 10kV 腾海 137 线
无 8月4日 08:00-16:55 10kV宁启124线部
分停电 无8月4日 07:00-14:55 10kV海厂188线部
分线路停电 南通开发区富顺纸制品有限公司
（8108303182）8月4日 07:30-13:25 10kV海厂188线部
分线路停电 8100425079-南通弘扬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8月4日 09:00-17:30 20kV天和246线部
分停电 无8月 4日 06:30-15:00 10kV娄安线 葛长
路村8月 4日 06:30-15:00 10kV娄安线 葛长
路村8月 4日 07:30-13:30 10KV叠石桥线 志
南村8月 4日 07:30-13:30 10KV锡强线 建业
织布、众想纺织等用户8月5日 08:00-16:55 10kV仁恒169线部
分停电 无8月5日 07:00-14:55 10kV南竹186线部
分 停 电 南 通 蓝 宇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8100497892）

8月 5日 07:45-15:40 10kV通常Ⅱ185线
部分停电 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南通华浮港务有限公司（8101898512）8月 5日 06:30-13:00 10kV姜灶线 姜南
村、海天水泥、恒发污水泵站8月 5日 06:30-15:00 10kV包桥线 李家
楼村、兴发花苑8月 5日 07:00-13:00 10KV阚东线 德柏
织布厂等用户8月 5日 08:00-13:00 10kV桥建线 新生
村 8月 5日 08:30-16:00 10kV平南线 平潮
镇区、托普电子材料等用户8月 5日 09:30-17:00 10kV平南线 平潮
镇区8月 5日 13:30-19:30 10KV余北线 奥圣
新型建材等用户8月6日 07:00-14:55 10kV光阳184线部
分 线 路 停 电 南 通 瑞 泰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8102589448）8月6日 09:00-17:30 20kV海传223线部
分停电 无8月 6日 06:30-13:00 10kV姜浩线 磨
框镇村8月6日 06:30-15:00 10kV桥社线 慎修村8月6日 06:30-15:00 10kV渔场线 尹家园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2021年7月26日

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8月28日10时至2021年8月29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常州市武
进区湖塘金都名苑2幢乙单元1601室房
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370万元，保证金50万元，竞
价幅度5000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二
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卖流拍的，则
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行变卖；
任一阶段成交的，则后续程序自动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告
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 8月 28日 10时至2021年 8月 29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阳湖世纪苑31幢乙
单元602室房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236万元，保证金35万元，
竞价幅度5000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二
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卖流拍的，则
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行变卖；
任一阶段成交的，则后续程序自动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告
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6日

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政策出台后，
南通市民有何期待？我市探索成效如
何？南通何以成为试点城市？为此，记
者进行了采访。

市民期待落到实处

作为家长，对于《意见》的出台，纷
纷表示支持。市民徐宝亮说：“机构都
在对我们说不补课就会落后。是要好
好治理了。”

但是在支持赞同的背后，因没看到
本地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对于
《意见》如何实施，也有很多家长表示观
望。市民曹文娇说：“最关心的就是培
训机构能否真正得到治理。大的培训
机构转型后，学科类培训如果从机构转
入私人场所、转入家中，如何管理？”市
民曹鹏告诉记者：“我支持这项政策出
台，但是也希望学校能提高课堂效率和
质量，在假期里给学生提供相关素质、
实践课程。”

减负探索效果良好

“减轻学生负担，已经相当迫切，不
能再拖了。”启秀中学校长杨志冲告诉
记者，这次出台的《意见》，找到了学生
负担的根源。其中整体联动的解决路
径，能把减轻学生负担落到实处。因为
只有一起减才能减得下来，单个减是减
不下来的。”他表示，启秀中学前一阶段
已在尝试。该校初三年级提出“老师先
过题海，学生少过题海”的口号，就是让
老师从专业性角度，通过筛选练习题，
让学生的作业效率更高。

作为我市唯一一所市教育局直属
小学、市教科院附属小学，紫琅一小2019
年就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作为课题开展
研究，并受到省教育厅表彰。该校校长
姜树华表示：“双减就是减负担，减作业
量，减培训负担。”他认为，如果作业的质
量、效率很高，就不会出现学生因为作业
的减少，而导致对学科理解变浅。

据了解，2019年至今，紫琅一小开
始实行“作业不回家”“作业研发”等工
程，收到良好效果。目前“工作日书面

作业不回家，回家完成实践类作业”已
成为常态，不仅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
担，也有效地改善了家校关系、亲子关
系，有效缓解了教育焦虑。

培训机构寻找出路

《意见》一出，我市各头部教育培训
机构，相继表示响应国家政策，深刻认
识领会“双减”的意义。26日下午，市培
训行业的头部企业百分百学校发表公
告，表示坚决服从国家大局。百分百学
校在公告中表示：“百分百培训学校将
继续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及
综合素养的提升，努力成为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

我市培训机构未而来学校校长陈
杨斌也表示，拥护和支持《意见》出台。
他提出，教培行业应该定位为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的补充。希望借此次《意
见》出台，寻找教培行业新的发展道路。

试点方案及细则将出台

《意见》出台后，教育学界也对该项

政策从多角度展开讨论。南通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严奕峰说：“政策出
台，对普通百姓毫无疑问是利好消息。”
他认为，政策出台背景，是国家也意识
到家长在培养子女过程中面临的负担
问题。希望通过政府政策，营造良好生
态，减轻家长焦虑。

严奕峰表示，这次《意见》的出台，只
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教育改革的一个
举措、一个阶段，并不是这一轮教育改革
的全部。今年高考不宣传“状元”、不宣
传高分考生聚集的学校、不排名次，就可
以说是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政府部门
下一步应该会出台一系列涉及‘管’和

‘治’的文件或办法，大家拭目以待。”
市教育局透露，上级部门认为南通

历来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同时我市教
育教学质量高，在教育治理、教育能力
等方面水准高，也有经验，由此，南通成
为此次“双减”试点城市。据了解，近
期，市教育局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出
台试点工作方案和系列配套文件，本报
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沈樑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意见出台，南通家长、学校、教培机构反响如何——

减负不减质 减负不减责

24 日，海安市白甸
镇金百莲家庭农场的农
民划着菱桶采摘菱角。
近日，海安市白甸镇种植
的菱角陆续进入成熟季，
村民划着菱桶在水面采
菱，构成水乡独特的丰收
图景。近年来，当地利用
生态水域种植菱角，产品
畅销苏南及上海等地区
市场，“水上经济”助力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

翟慧勇摄

7月 21日，我们走进海安市西场街
道爱凌村6组村民袁根家的小院，门口便
见种着绿树、栽着常见蔬菜，宽敞的偏厅
里，放着数盆盆栽，后院俨然是个植物
园，桂花、玉树、小叶黄杨长势喜人，丝毫
未受高温影响。

今年 75岁的袁根酷爱养花种树，浇
水、施肥、修剪样样精通，再加上爱收拾、
爱整洁，眼前的房屋丝毫看不出有 15年

“房龄”。“没想到养花、种树、栽盆景还能
得个‘最美庭院’奖，确实是意外之喜。”

袁根介绍，大约 6年前，退休后闲来无事
的他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起了花花草
草，家里粗略估算该有个 100多种，既净
化了空气，还美化了环境。“每天早上一
起床，推窗见绿、抬头赏景，一整天的心
情都舒畅。”

袁根庭院是爱凌村创建“最美庭院”
活动的生动缩影。上半年，爱凌村启动
评选活动，共有 12个家庭入选并被授予

“最美庭院”牌匾，挂在家门口。
近年来，爱凌村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作与乡村振兴先进村培育紧密结
合，通过支部牵头、党员带动、群众参与，
开展了入户宣讲、发放宣传海报、召开村
级广播会等，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清洁、环
保、绿色的健康生活理念，开展垃圾分
类、河道整治、村居清洁；严格按照“家风
美、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的标准，常
态化开展“最美庭院”和星级清洁文明户
的评比工作。

以评促建、以点带面。爱凌村还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立在“最美庭院”

家庭，鼓励村民学习先进树典型，从自
家庭院做起，以“小家”促“大家”，齐心
协力扮靓乡村美丽，助力村人居环境再
上新台阶。

爱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储
瑞龙表示，评选活动初步计划是每月一
次，以此激发全村人积极参与清河道、洁
道路、净家园、美环境的热情，共同改善
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徐爱银
本报通讯员 顾美琴

■典型案例

南通开发区因地制宜改造公交站点
7月 17日，市民反映望佳路两侧公交站台只有站

牌，没有休息座位和公交信息显示屏。南通开发区住
建局反馈：目前南通开发区部分道路因提升改造，准备
实施公交站棚迁移工作，将优先考虑该站点，目前正在
制定方案，预计7月底实施。

海门区合理增加图书馆自习座位
7月 15日，海门区孙先生反映东布洲路南新图书

馆暑期人数明显增多，建议增加自习座位。海门区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第一时间协调区图书馆增加座位，目
前24小时图书馆已在原来30个座位的基础上，增加到
50个座位。

市教育局及时检修学校空调设备
7月 17日，市区蒋女士反映南通大学附属中学某

教室空调损坏，夏季炎热影响学习环境。对此，南通市
教育局表示已安排人员完成相关教室空调的维护，目
前高三教室内空调均能正常工作。17日起高三学生离
校，学校将根据暑期维修计划再对各年级教室空调逐
一进行检修维护，以确保学生到校后能正常使用。

■受理情况

本周（7月 16日至 23日），市 12345在线平台共受
理各类诉求16878件。其中，公众来电14210件，网站、
微信、微博、移动APP等网络诉求1867件，承办省平台
交办件473件，其他诉求328件；按诉求类型划分：咨询
类8938件，求助类3667件，投诉类1168件，建议类259
件，举报类1898件，其他类948件。受理量排名前六的
诉求主要为：社会保险、公共卫生、车辆管理、市容管
理、物业管理、交通管理。

■工单办理情况

本周，市 12345在线平台承办、受理各类诉求中，
在线直接答复 13120件，向各网络成员单位派发工单
3758件。网络成员单位按时办结率 99.64%。有效回
访3365件，回访综合满意率96%。

■诉求热点

1.咨询类诉求方面。诉求主要集中在医保政策咨
询、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领域。如市民咨询“医保断
交 2个月能否补交”；顾先生咨询“南通地区免费核酸
检测地点”；王先生咨询“通州区五街镇卫生院何时开
始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市 12345在线平台根据相
关政策在线答复。

2. 求助类诉求方面。诉求主要集中在老小区改
造、工资拖欠、物业服务等领域，如丁先生反映“城港新
村正在老小区改造，施工队在未提前通知情况下将太
阳能热水器拆除”；葛先生反映“2020年 7月以来在南
通贝得彩印厂工作，现被拖欠工资 18000元”；张先生
反映“源兴花苑 76号楼地下车库玻璃顶损坏，向社区
反映无人处理”。市 12345在线平台第一时间将上述
诉求转办属地政府协调处理。

3.投诉举报类诉求方面。诉求主要集中在流动摊
贩、违法建设、噪音扰民等领域。如王先生反映“南通
开发区春天花园南门瑞兴路上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施女士反映“崇川区起凤园 9号楼 1单元一家馄饨店，
在店门口违章搭建灶台”；市民反映“雨润星雨华府南
区工地每天深夜施工至凌晨，噪音扰民”。市12345在
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办属地政府核查处理。

■市民建议

1. 建议在紫琅湖环湖路边增设休闲座椅供市民
休息。

2.建议姜竹线（通启桥南侧路段）栽种矮植绿化。

海安爱凌村：

“最美庭院”引领乡村环境提升

公交站台无座位 优先改造
教室里空调损坏 及时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