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已
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引领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升级、改善人民生活的新引擎。

闭幕不久的第二届促进金砖工业
创新合作大赛传来好消息，我市海上风
电5G应用项目获总决赛优秀奖,参赛项
目位居全省前列，为南通 5G建设应用
再添浓墨一笔。

从制定出台《南通市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5年）》，
到成为国内首个在国家顶级节点注册
成功的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城市，南通
一直从体制机制、项目建设、资金投入、
政策支持等方面多措并举，积极推动
5G网络建设和融合应用，为经济腾飞
赋能，为美好生活添彩。

优先布局，基础建设筑牢根基

无论是编制出台《南通市 5G网络
空间布局规划（2020-2025）》等文件，还
是连续四年举办南通新一代信息技术
大会，南通始终站立于信息化发展的风
口，感知新风向，谋划新布局。

规划引领，基础先行。自2019年10
月成为全国首批 50个 5G商用城市以
来，南通全面启动5G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加大投入力度，2020年、2021年连续
两年将5G网络建设作为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5G基
站11490个，每万人拥有5G基站15个，
总投资超 40亿元。今年 1-8月份新建
5G基站 4790个，完成今年建设目标的
73.7%，全市5G套餐用户数达225万。

今年年初，全市 5G网络空间布局
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 2025年，全市规
划 5G 基站站址 20426 个，通信管程
13082公里，通信管孔 47196公里，核
心、汇聚、综合业务接入等各类机房
1407个，新建机房 230个，计划建设 5G
基站34950座，全市5G网络覆盖率不低
于95%。

抢占高点，赋能产业集聚升级

作为我市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天科
技形成了从光棒到光纤再到线缆的全产
业链布局，5G技术带来的红利显而易见：
利用工业互联网系统打通集团各工厂间
的生产管理流程，提升各环节生产协同能
力，有效消除生产“痛点”，降本增效。

“5G+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应
用，催生全新行业应用场景和工业生态
体系，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目前，我

市建成电子信息行业和船舶海工行业
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其中，电子信息
行业节点于 2019年 4月份率先接入顶
级节点，两年多来打造了 10多个应用
场景，实现了从商贸流通、生产制造、营
销推广等企业经营全周期的标识服
务。我市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累计注册
企业4232家，累计标识注册量超28亿，
运营情况全省全国领先。

据统计，全市5G产业企业有47家，
芯片设计、半导体器件制造、封装测试
等组成的产业链正加快形成，通富微
电、捷捷微电子、华存电子、深南电路等
一批知名企业成为行业引领。

南通创新区吸引北京大学长三角
光电科学研究院、中科院上海技物所、
中北大学智能光机电研究院等高端研
究机构落户，为5G技术研发提供动力；
南通开发区（苏锡通产业园区）和南通
高新区着力培育模拟芯片、感知元器
件、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分别建成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智能芯谷”“江海智汇
谷”；国际数据中心产业园、大数据产业
园开始形成集聚效应，集成电路封测产
业园致力于打造中国“测谷”……随着
全市“1+2+5”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
发展区域规划的实施，5G产业承载力
和集聚度进一步提升。

落地有声，智慧城市顺势而起

走进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蓝光的环形显示屏占据了整面墙

壁，千百万计的大数据基于 5G技术实
现快速收集、分析。这里汇聚 65家市
级部门、10个县（市、区）5000余项数据
资源，日交换数据 4亿条，为应急处理、
交通指挥等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实时感
知城市脉动。

让 5G技术“落地”，全市打造十多
个以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为代
表的“5G+”应用场景。5G 赋能美好
生活带来的改变，已经“肉眼可见”：
市中级法院自主研发 5G支云庭审系
统，实现内网审判、庭审直播等多个
系统实时联动，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庭
审提供创新样本；市公安局综合指挥
实战平台以 5G技术为支撑，实现人像
识别、车辆抓拍等前端设备与警务通
终端实时无缝数据传输，通过大数据
分析研判，形成数据和警务工作闭
环，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提供智慧新
生态；南通六院开启智慧医疗新模
式，建成全市首个互联网医院，患者
足不出户就可视频问诊，医生依托AI
智能阅片等手段远程诊断；“5G+智慧
社区”在崇川学田街道落地开花，通
过应急播报、监控关键区域、实时监
测等，构建新型平安社区和数字家庭
新生态……

信息服务、社会服务、交通物流、
健康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智慧化蝶变
步伐稳步向前，以 5G为依托的智慧城
市欣欣向荣。

本报记者 朱蓓宁 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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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 10月 30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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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
南通市工农路129号嘉隆大厦A区601
室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市场价：1000万元，起拍价：700万
元，保证金：140万元，增价幅度：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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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10月30日10时至2021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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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南通市
工农路129号嘉隆大厦A区501室不动
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市场价：1000万元，起拍价：700万
元，保证金：140万元，增价幅度：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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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6日

减资公告
南通厚阅英语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MA1X8UKK53)根据2021年9月26日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500万元人
民币整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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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厚阅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遗失公告
▲陈磊遗失户口簿，户号：11480，声明作废。
▲刘钧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同和嘉苑35-

1505，同和嘉苑35-B134车库的发票，发票号码：12598926，发
票代码：032001900105，金额：335705.43元，声明作废。

▲刘钧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同和嘉苑35-
1506，同和嘉苑35-B220车库的发票，发票号码：12598927，发
票代码：032001900105，金额：250675.77元，声明作废。

▲林爽遗失学生证，学号：203350105，声明作废。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0
月29日10时至2021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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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公开拍卖启东市富源花园14幢
806室房地产，另附车库15.85平方米，不动
产权证号：00138098，登记时间：2012年2月
27日，证载房屋建筑面积：116.92平方米。

市场价（网络询价）: 1296863元,起拍
价：91万元，保证金:10万元,增价幅度：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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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6282298、
15050647021、4009288512。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翁一平 记者何家玉）“到部队
后，我一定迈好军营第一步，发挥我的专业特长，为国
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25日，在
南通火车站，来自如皋的大学生新兵王云鹏手提无人
机，迈着矫健的步伐准备进站。这天起，我市2021年
度下半年征集新兵将陆续起运奔赴军营。

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适龄青年踊
跃报名，经过体检、政考和役前教育训练的层层筛选，
全市1000多名优秀青年将奔赴全国30多个地区的军
兵种部队开启军旅生涯。据市征兵办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高学历青年优先征集的原则，下半年全市大学毕
业生征集比例超过68%。

为确保所有新兵安全顺利入营，根据全市疫情防
控条件下征兵工作部署会要求，自9月8日起，我市共
设置 10个管理点，组织所有预定兵员开展不少于 14
天的役前教育训练和集中封闭管理，期间落实每日体
温测量，组织不少于6次的核酸检测，所有新兵完成流
行病学调查和承诺，携带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并
从集中隔离点直接起运，运输途中全程落实防疫措
施，确保“零感染、零接触”。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昨日下午，市人社局人才
服务中心在武汉举办校地人才合作对接活动，武汉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2所在汉高校的就业工作负责人
听取了南通发展环境与人才政策推介，24家南通重点
用人单位的招聘负责人纷纷寻找心仪的院校，就人才
合作展开深度沟通和交流。这是我市招聘团队在武
汉的又一场重要活动。

南通在手实施的 600多个超亿元工业项目和 16
条优势产业链都在呼唤着人才，丰厚暖心的补贴政
策、全要素的服务体系……市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从人文环境、发展机遇、特色产业、人才政策等4个
方面，介绍了我市优势所在。

“南通这么好的政策、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教育，
我们在汉高校有义务推荐更多毕业生去南通就业。”
听完推介，华中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敬
鹏飞激动地表示。

接下来的自由对接环节，十分直观地表达了双方交
流的良好意愿。多家南通企业的招聘负责人都表示收
获满满，“这么多高校，很多都是我们需要的，政府帮忙
搭台，我们以后和学校联系就方便多了。”

本报讯（记者丁威程）23日，市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
化服务联盟成立，31家联盟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该联盟是由南通市供销合作总社指导成立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深化供销社
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供销社服务“三农”的重要职
责和使命。组建南通市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
联盟，有利于发挥系统经营服务优势，建立和完善系
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社会化服务从单个环
节向全程生产服务转变，从小规模分散服务向大规模
系列化服务转变，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
长农业产业链，打造价值链，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联盟成立后，将通过开展联合合作，资源整合，优
势互补，为南通市区域范围内的农村新型规模种植大
户、供销合作社领办创办的农村经营主体等提供综合
配套服务，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推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会议通过联盟章程和联盟自律公约，选举产生联
盟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本报讯（记者刘璐 实习生沈星瞳）24日，由市工
信局主办的“智能制造技术与实施”公益培训课在南
通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围绕智能制造应用、政策等
内容，为我市近百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答疑解惑。

此次公益培训既是市工信局“工信E通”公益课
程大讲堂制订的培训内容之一，也是工信部创新成果
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在南通落地、服务南通企业发展
的具体举措之一。培训课上，东南大学教授、江苏南
高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公司总经理夏志杰博士，从智能
制造战略、智能制造技术、智能制造实施三个方面，阐
述制造业产业升级历史，分析当前智能制造发展方
向、相关规划、战略决策等，为我市制造业企业智能化
发展建言献策。

近年来，我市大力支持制造业实施智能技改，制
定《南通市加快企业实施技术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完
善市级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十三五”期间共扶持市区
180个技改项目共 4.6亿元，创建和实施国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12个，省级智能示范车间（工厂）73
个。我市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引导、扶持，推动
全市智能制造水平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通讯员胡晓丽 易佳成）为
更好服务海外侨胞和“走出去”企业，24日，由省海外联
谊会主办的省市联动为侨法律服务活动在我市举行。

据统计，我市侨资企业约 1860家，占全市外商投
资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华侨累计在通投资项目
13049个。我市数万海外通商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43家海外通商组织。

活动由江苏“一带一路”国际法律服务联盟、市委
统战部（侨办）共同承办，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邀请来自美国、法国、南非等地知名华人律师，结
合所在地的法律实际，从创办公司企业、应对贸易纠
纷、维护自身安全等方面向广大侨胞侨商进行详细讲
解，并就如何做好灾害损失索赔、应对非法汇款、处理
矿产权益纠纷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通州川姜镇姜灶社区姜
东地块有一片莲藕种植基
地，目之所及都是莲池，一阵
风吹过，荷叶摇曳。种植户
奈保雷身着连体水裤，弯腰
在藕田里采摘藏在淤泥里的
鲜嫩莲藕。随着一条条微黄
的莲藕浮出水面，他的脸上
洋溢出丰收的喜悦。

奈保雷来自山东临沂，
2004年到姜灶贩卖蔬菜，偶
然他得知一个朋友在这种
植莲藕收益不错，也动起了
种植莲藕的心思。2017年，

他承包了一片农田种植莲
藕。姜灶社区党总支在他
来洽谈承包农田时就敏锐
地意识到莲藕种植能够优
化当地传统农业产业的结
构，有效促进农业增效，提
高农民收入，带动辖区经济
发展，十分支持他。这两
年，社区干部只要有时间，
便会到藕田附近看看，问问
他的经营情况，有没什么困
难，在第一批莲藕上市时，
社区党总支出面帮忙联系
租赁了姜灶菜市场的摊位

方便他销售。奈保雷没有
辜负社区的信任，两年来，
他种植的“鄂莲 5 号”收入
可观。“这里环境好，土质
好，种植的莲藕即产即销，
既保证了新鲜度，又节约了
运输成本，现在我就在我们
的姜灶菜市场进行销售，6
亩能出 1万公斤莲藕，一斤
能卖 5元多，还有很多批发
商也来购买，完全不愁卖。
感谢社区为我提供了许多
方便，让我安心在这创业，
姜灶现在是我的第二个

家。”奈保雷感动地说。
川姜镇姜灶社区采用

“党建+特色农业发展”的工
作模式，不断增强“造血”功
能，实现群众干活有基地，增
收有门路，致富有希望。“社
区还有不少低洼田，后期我
们准备把这些田都利用起
来，让我们村有意愿的村民
也学习种植莲藕。”说起对未
来的规划，社区党员干部充
满期待。

本报通讯员 杨静
本报记者 任溢斌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自副热带高
压掌握主动权后，通城最近一直晴热天
气，丝毫看不出要“入秋”的迹象。从最
新气象资料来看，本周除了9月29日有
一次降水过程外，其余时段依旧以云系
变化为主。

具体预报如下：9月 27日多云，9
月 28 日多云到阴，9 月 29 日多云到
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9 月 30 日至
10月 3日晴到多云。总的来说，未来
七天，通城天气还是很平稳的，晴多
雨少。

本周平均气温 24～25℃，较常年
偏高。其中，最高气温 32～33℃，出
现在 10月 2日白天；最低气温 18℃左
右，出现在 10 月 1 日早晨。风力方
面，新的一周风向多变，风力一般为
陆上 4 级左右、沿江江面 4～6 级、海
区 5～7 级。29 日受地面气旋影响，
风力增大，西北风陆上 4～5级阵风 6
级、沿江江面 5 级 6～7 级、海区 6 级
阵风 7～8级。

到2025年，我市计划5G网络覆盖率不低于95%——5G赋能，助推城市智慧化蝶变

结合地缘优势，通州姜灶社区推进莲藕种植等特色农业发展——

村民增收有门路致富有奔头

我市夏秋季征集新兵起运

千余名有志青年奔赴军营

我市在武汉举办校地对接会

搭建校企人才合作交流平台

市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
服务联盟成立

我市举办专题公益培训

推动智能制造再上新台阶

省市联动开展为侨法律服务

助推侨商侨企更好“走出去”

通城本周晴多雨少
气温较常年偏高

本报讯（通讯员王源 记者黄海）
“现在在家门口也可以打印原产地证书
了，再也不用往返南通市区、启东市区
了，实在太方便了。”24日，南通佳鹏机
电工具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拿着吕四
港镇自助打印点打印出的第一张证书，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出口商品在进口国家或地区
享受关税减免的主要凭证之一，区域优
惠原产地证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纸黄
金”的美誉，企业持有该证可享受相关
关税减让。为方便企业，启东市商务局
和吕四港镇人民政府践行为群众办实
事的承诺，主动对接南通市商务部门，
在天汾电动工具行业党群服务中心设
点，开通自助打印终端，企业从登录查
询到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全程不到一
分钟，切实方便了吕四港镇周边外贸企
业，省去企业往返南通、启东市区时间
成本。

吕四港镇原产地证书
自助打印终端启用

24日，上港集团 ICT（海安）项目首航仪式在海安商贸物流产业园凤山港举行。这标志着上海港港口服务前置到海安凤山
港，线上直接衔接上港集团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 张海森文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