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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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的规定和江苏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全省“9·18”防空警报统一试
鸣活动的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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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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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3日

（第55期）“反催收联盟”不可信，套路违法陷阱多
兴起于网贷时期，在疫情暴发期逐渐

壮大，目前逐渐呈现职业化、中介化、标准
化的“反催收联盟”，已经成为金融行业一
个新的风险点。“反催收”组织不仅搅乱了
正常的金融秩序，更诱使借款人债务加
重，信用蒙污，甚至涉嫌刑事犯罪。市处
非办提醒广大群众，警惕“反催收”陷阱，
避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市民：我的信用卡债务到期面临催
收，在某网站看到有热线分享协商经营的

“反催收联盟”，说把债务信息给他，他可
以帮我进行债务逾期协商。请问这种反

催收服务靠谱吗？
金安：这种反催收服务不能轻信，所

谓“反催收联盟”往往打着“逾期协商”“债
务重组”“代理维权”的旗帜，收取高额佣
金，增加持卡人负担。反催收服务要求持
卡人提供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联系方
式、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存在严重的信
息泄露风险。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很可能
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
违法犯罪活动，甚至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
况下办理网络借贷，借款人最终将面临遭
受诈骗、资金损失、法律诉讼等风险。

市民：我看到有人在论坛分享反催收
经验，说多向监管机构投诉，多搞诉讼就可
以躲避债务、免除费用，这种方式可行吗？

金安：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不仅
扰乱了银行正常业务的开展，占用了很多
监管宝贵资源。对借款人来说，一旦借款
人轻信“反催收”组织导致还款计划被打
乱，将会留下信用污点，影响车贷、房贷、
工作等申请；如果涉及诉讼，将会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风险，将来有可
能会在高消费、交通出行、子女受教育资
源等方面受到限制，得不偿失。

市民：那我们面临信用卡催收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金安：一方面，不要轻信“反催收”组
织，以免造成钱财损失，增加额外的债务
负担；另一方面要保持合理的用卡习惯，
坚持量入为出的科学消费观念，做好个
人或家庭财务统筹，防止因过度消费而
影响日常生活。在使用信用卡时，牢记
账单日期及还款日期等重要信息，及时
足额还款，避免征信受损，在社会上举步
维艰。

市民：之前我在P2P网贷平台借过一

笔钱，后来该平台倒闭了，那我还要不要
还这笔钱了？

金安：我知道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遇到
过，虽然P2P已实现整行业退出，网贷平
台倒闭，但债务关系不会随着平台倒闭而
消失，作为借款人，借的钱是必须要还
的。金安在此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
逃废债思想，监管部门对于此类逃废债行
为的打击一直未曾停止，失信惩戒力度不
断加强。遇到平台倒闭，要主动联系平台
官方或监管部门，妥善解决还款问题，避
免给自己的征信造成污点，因小失大。

防非知识小课堂

办理地址：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联系电话：
0513-68218781。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

线上办理
请扫码

遗失公告
▲如东洋口临海滩涂养殖有限公司遗失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苏（2020）江苏省不动产
权第0000041号，声明作废。
▲如东竹根沙滩滩涂养殖有限公司遗失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苏（2020）江苏省不动产
权第0000039号，声明作废。
▲如东竹根沙滩滩涂养殖有限公司遗失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苏（2020）江苏省不动产
权第0000038号，声明作废。
▲南通鼎睿纺织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
枚，声明作废。
▲胡峰遗失华润置地（南通）发展有限公司
开具的地址位于南通市港闸区北大街南通

华润中心1-2726不动产购房发票，发票号
码：08943337，发票代码032001900105，
金额：586104元，开票日期：2019年12月
23日，声明作废。
▲杨勇遗失南通能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
具的能达万和家园购房发票，发票号码：
08730608，发票代码：3200154350，金额：
76772元，声明作废。
▲杨勇遗失与南通能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订立的能达万和家园5幢105室商品房买
卖 合 同 ，编 号 ：027820170512006
(WC610)，声明作废。
▲杨勇遗失南通能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
具的能达万和家园购房发票，发票号码：

08730609，发票代码：3200154350，金额：
112971元，声明作废。
▲杨勇遗失与南通能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订立的能达万和家园9幢1807室的商品房
买 卖 合 同 ，编 号 ：027820170512007
(WC609)，声明作废。
▲蒋明钧遗失城镇开发公司开具的收据，
号码：NO0001418，金额：176.456.90元，新
华福里22幢602室，声明作废。
▲南通品瑞服装整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上海挚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挚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一枚，声明作废。

合并公告
根据江苏道达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道达风电设备”）与江苏道达海
上风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达
风电工程”）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
方式为道达风电设备吸收道达风电工程；
道达风电工程解散注销。道达风电工程的
资产归道达风电设备所有，所有债权债务
由道达风电设备承继。道达风电设备原注
册资本为20945.2202万元，道达风电工程
原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合并后，道达风

电工程注销，道达风电设备存续，注册资本
仍为20945.2202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道达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道达海上风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减资公告
江苏美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20691MA1WA3QM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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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 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销偿债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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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美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 10月
10日10时至2021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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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东市台角新村37幢403室房地产（含装修），另
附车库15.55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苏（2017）启
东市不动产权第0018660号，规划用途：住宅，房
屋性质：市场化商品房，总层数：5，建筑面积：
126.83平方米，登记时间：2017-07-19，共有情
况：共同共有，土地使用面积：25.78平方米，土地
权利性质：出让，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土地
使用年限：2085-08-15。（具体以现状拍卖交付
为准，本院不作任何承诺。）

市场价（协商价）:195万元,起拍价：137万
元，保证金:1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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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8435701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1年9月9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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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湾示范区分局以网上挂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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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表2

通州湾示范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州湾自然资规出
告网（2021）第29号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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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0286。

地块编号

TC21027

TC21028

地块位置

珠江路北、
珠海路东侧

汉江路南、
珠海路东侧

用地性质

商务用地

商务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042

6848

建筑面积（平方米）

3612-7225㎡（其中已
建建筑面积4192.48平
方米，予以保留并计入
容积率）

2739-5478㎡（其中已
建建筑面积3434.4 平
方米，予以保留并计入
容积率）

容积率

0.3万平方米/公顷
≤容积率＜0.6万平
方米/公顷（上限以
建筑面积为准）

0.4万平方米/公顷
≤容积率＜0.8万平
方米/公顷（上限以
建筑面积为准）

建筑密度
（%）

≥10

≥10

绿地率
（%）

≥15

≥15

出让年期
（年）

40

40

起挂价
(元/平方米土地)

750

7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0

150

地块编号

TC21027

TC21028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1年10月8日起，

2021年10月18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10月8日起，
2021年10月18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1年10月8日起，

2021年10月20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10月8日起，
2021年10月20日上午11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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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可能有台风，要尽早疏通
沟渠，防止雨水淹没庄稼，有大棚的及
时加固……”13日上午，海门区常乐镇
颐生村“科普惠民”志愿服务队成员们
走组入户地向农户讲解台风期间农作
物生长防御注意点，确保将台风天气影
响降到最低。

近年来，颐生村通过打造功能齐全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阵地，建立志愿
者服务队伍，提供各种为民服务，搭建
党群“连心桥”，传递文明新风。“常乐镇
是张謇先生故里，而张謇故居就在颐生
村。”颐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相关负
责人戴玲玲介绍，该村积极引导村退休

干部、党员等学习张謇先生的爱国奉献
情怀，为村部发展、为服务群众发挥余
热。这几年，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文化大礼堂、农家书屋等阵地，先后
组建了“红莲”党员志愿服务队、“科普
惠民”志愿服务队、“青春守护”志愿服
务队、“文化先行”志愿服务队、“守护健
康”志愿服务队等五支志愿者服务队，
固定志愿人数近 50人，持续开展理论
宣讲、科技与科普宣传、教育服务、文化
服务、健康促进与体育服务等各类主题
实践活动。

一老一小，是颐生村的重点关注对
象。“青春守护”志愿服务队与“守护健

康”志愿服务队便应运而生。“青春守
护”志愿服务队主要由村干部、退休教
师以及大学生等组成，通过举办心理讲
座、在寒暑假开展各类活动，关爱未成
年人与困境儿童。60多岁的徐思善是
村里的一名退休教师，今年暑假期间，
只要一有空，他就在农家书屋教孩子们
写毛笔字。大学生志愿者姜明敏、查欣
怡还常常组织村里的一帮小学生写字、
画画、念诗，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守护健康”志愿服务队主要由村卫
生室的医生组成，他们常常为村里的老
年群体开展义诊活动，宣传健康保健知
识。“每个月一次，就在家附近，特别方
便。”村民邱俊发的爱人身体不太好，每
次只要有义诊活动，他都会带着妻子前
来，测测血糖、量量血压，咨询保健方法。

今年以来，党史学习教育掀起热
潮。“红莲”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忙
得不亦乐乎。他们每个月都会在文化
大礼堂宣讲“四史”，让党的声音“飞入

寻常百姓家”。“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党的
最新理论知识，真是太方便了。”村民陈
锦新笑着说。

戴玲玲透露，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形
式，颐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按照“群众
需求、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
自2019年2月成立以来，已开展规模较
大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64场。

今年，颐生村还将颐南片区一处闲
置房屋进行改造，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这里设置了专
门的便民空间，有急救医药箱、冷热水、
针线包、雨伞、轮椅等，有需要的群众可
以自助自取。针对村内老年人较多、普
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实际，每天还有
志愿者在此提供视频通话、车票代购、
生活用品代购等各类便民服务。该点
位还创新建立“聊聊吧”，里面放置桌
椅、各种书籍，供村民阅读休闲，文化志
愿活动也常常在此举办。

本报记者 陈静 黄天玲

启东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事关民
生、事关发展的头等大事，不折不扣落
实中央、省市部署要求，以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实际行动，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不断提升本质安全
水平，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守住人
民群众生命线，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当前，启东正在危险化学品、建
筑施工、渔业生产等领域深入开展整治
行动。

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改。切实推动
隐患排查向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专
业化发展，指导督促企业建立“全员参
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衔接”的隐患排
查机制，尤其高度警惕新业态、新技术、
新局势带来的苗头性问题，提早纳入监
管；对于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及时细化梳
理、列入清单，紧盯不放、彻底治理。

切实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安全生
产领导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自上而下、相互联系、缺一不
可，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逐级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推动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
产预警监测和巡查督导工作，加大突击
检查和暗查暗访力度，保持安全监管的
高压态势，确保各项措施制度执行到
位、落地生根。

不断优化综合管理体系。依托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
完成全市危险化学品、渔业生产等重点
行业的联网监测，开展线上线下协同监管；持续强化
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的推广使用，加快实现问
题处置的全流程监管；高标准建设全市应急指挥信息
系统、应急指挥信息网、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奋力
推动全市应急管理体系的信息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安全生产牵扯面宽、影响面广，必须动员各界力
量广泛参与、共同发力。启东将以推进省级安全发展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不断创新群众参与活动方
式，围绕“五进”工作示范标准，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营造安全生产全民关
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推动城市安全和经济社会
统筹发展。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怎么通过基因挖掘等方
法，对薄皮甜瓜进行遗传改良，增加果肉厚度？”“稻麦
秸秆还田时，如何既低碳减排，又丰产增效？”近日，沿
江农科所举办2021年“‘青’心向党 青春建功”职业技
能竞赛，20余名青年科技人员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省级资助项目同台竞技。

5个研究室、7支参赛队、21名队员，以南通特色鲜
食糯玉米、甜瓜、稻麦、滩涂种植等为基础，从项目申请、
准备过程、回答专家提问三个环节，进行展示。专家评
委和大众评委根据每个队的总体表现和每位队员的现
场表现认真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团队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个，最佳个人奖3个。

“我所自2018年起举办青年科技人员职业技能竞
赛，通过‘以赛促练’的方式，提升青年科技人员的分
析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沿江农科所学术委员
会主任、副所长郝德荣说，青年科技人员要进一步加
强学习钻研，强化团队意识，勇攀科技高峰，以高超技
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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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颐生村打造功能齐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阵地——

志愿服务架起党群“连心桥”

沿江农科所举办职业技能竞赛

20余名青年科技人员同台竞技

近日，崇
川区陈桥街
道综合行政
执法局、食安
办在天玺幼
儿园开展“食
品安全佑健
康 科学营养
护成长”主题
科 普 活 动。
工作人员现
场向孩子们
普及如何选
择安全健康
零食等知识。
陈佳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