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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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跃龙小苑10幢601室、阁楼01
室、车库北1室（不包含室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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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
日10时至2021年11月2日10时止，起拍
价：332万元，保证金：33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1月18
日10时至2021年11月19日10时止，起拍
价：266万元，保证金：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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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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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郭里园148附1幢305室（不含
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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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10时至2021年11月2日10时止，起拍价：
154万元，保证金：23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1月18
日10时至2021年11月19日10时止，起拍
价：123.2万元，保证金：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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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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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京扬数码城C幢104、122、D幢
151、154、155、162、163、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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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
日10时至2021年11月2日10时止；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1月18
日10时至2021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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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288-512。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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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星光耀广场2幢1501室(含装
修，不含室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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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10时至2021年11月9日10时止，起拍价：
331万元，保证金：33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1月25
日10时至2021年11月26日10时止，起拍
价：265万元，保证金：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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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南通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枫香

花园”项目位于南通市苏锡通园区，东起紫薇路，南起

彩林路，西至玉兰路，北至枫香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南通市相

关政策法规，现决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面向社会选聘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单位。

报名网址：http://www.ntfdc.net/bm/

招标单位：南通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7327031156

枫香花园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我公司定于2021年10月8日-9 日、12日-

15日、19日-22日、26日-29日，11月2日-5日、9

日-12日、16日-19日、23日-26日、30日对部分

网络设备进行调整，届时将可能影响南通地区部

分用户固定电话、宽带、ITV业务、移动网络的使

用，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
2021年9月30日

网络调整

名医集聚，一站式就医，全程优质服务 院址：南通市崇川区永和路881号
公交：44路、19路、30路、32路、45路、55路、102路、609路可达

8088 6688
8088 6699

咨询
预约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10月沪苏专家坐诊时间公告
肺结节专病
联合门诊

陈昶 教授团队
每周六上午
（除2日）

心内科

上海十院 徐大春
副教授团队

9日、23日（周六上午）
南通六院 陈文教授
（每周四、六上午）

疑难肺病科

沙巍 教授
20日（周三上午）

神经内科
（头痛头晕专病联合门诊）

赵延欣副教授
9日（周六上午）
陈玉娟教授

23日（周六上午）

呼吸内科

李恵萍 教授
13日（周三下午）

陆海雯
23日（周六上午）

关节外科

朱裕昌 教授团队
每周六上午
（除2日）

肺部肿瘤科

陈晓霞 副教授
16日（周六上午）

任胜祥教授
30日（周六上午）

疼痛诊疗中心

郑拥军 博士团队
每周日上午
（除3日）

老年复杂性疾病
联合门诊

董福轮 教授
9日、23日

（周六上午）

泌尿外科

钱麟 主任医师
（每周一、四上午）

消化内科
（慢性腹泻/便秘专病联合门诊）

上海十院徐晓蓉 副教授团队
9日、23日（周六上午）

江苏省人民医院汤琪云 教授团队
(隔周五下午)

耳鼻喉科

李兆基 教授
9日、10日（周六全天、周日上午）

张速勤 教授
16日、17日（周六全天、周日上午）

肿瘤外科
（胃肠胰腺方向）

郭世伟 副教授
16日（周六上午）

超声介入科

谢阳桂 教授
15、29日（周五上午）

备注：

号源有限，

敬请预约。

如遇疫情等

不 可 控 因

素，专家坐

诊调整以实

际为准，我

们会提前电

话 通 知 到

您。感谢您

的理解！

遗失公告
▲南通惟道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206020175262，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小任理发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正 本），证 号 ：
JY23206020031759，声明作废。
▲中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遗失保证金收据一份，号码：
0098300，声明作废。
▲ 顾 秀 岚 （ 身 份 证 号 ：
320623195912176821）遗失中学高
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 ，声明作废。

线上办理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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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
日。昨天，如东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和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官一道，去往洋口镇、丰利
镇、城中街道、掘港街道等地，察
看慰烈园、纪念碑、散葬烈士墓等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情况，考察迁
建、迁葬条件。在小洋口反击战
纪念碑，他们考察了迁建慰烈园
条件；在丰利镇慰烈园，他们和镇
区商量继续迁葬散葬烈士墓的工
作；在城中街道，他们冒雨察看慰
烈园选址，“应迁尽迁，实在迁不
了的尽力修缮，这是我们的目
标。”如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早在今年初，我市就召开了
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现场会，并对全市烈士纪念设施
建设和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各地高度重视烈士纪念设施
管理和英雄烈士保护工作，加强
力量整合，增加经费投入，落实烈
士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组织开
展“关爱烈属活动”，取得了初步
成效。上半年，全市完成了 2200
多处的烈士纪念设施整理修缮。

目前主体已经完工的九华镇

红色主题教育基地，以浮雕形式展
现了于咸烈士“曙光在前”、张聪武

“巾帼蒙难”、康夕纯烈士“率众火烧
竹篱笆”等革命英雄故事，在集中安
葬区设计反映烈士生平事迹的配套
浮雕，按照时代背景竖起英烈墙、谱
上英雄谱……从台阶到一草一木，
都赋予了红色生命及内涵。试运行
期间，就服务烈士家属、党政机关、
优秀企业党建活动 64场，开展红
色主题教育 6场，参观学习人员达
到 5782人次，形成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
邻里教育基地为一体的红色主题
教育基地。

今年6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最
高检察院下发《关于开展全国县级
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
行动的通知》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迅速部署，并与市检察院一起，赴各
县（市、区）开展专项调研。信息校
核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市级以上烈士陵园 9家，乡镇慰烈
园 76个，村集中安葬点 258个，散
葬烈士墓 1555个，其他零散烈士
纪念设施 89处，散葬烈士墓比去
年减少37%。

针对上述情况，我市各地加快

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步伐，海安市、如
东县、启东市、通州区等地共投入 1
亿多元扩建烈士陵园，今年年底前
基本竣工；投入300余万元，整理修
缮散葬烈士墓 1555个，其中修缮
1166个；投入近 1000万元，高标准
新建、改扩建如皋九华、启东北新、
如东栟茶等乡镇慰烈园6个。

投入 500万元、于去年 9月 30
日开园的如东栟茶镇慰烈园，已成
为本镇广大群众寄托哀思、心灵洗
礼的地方，也成为中小学培养爱国
主义情怀、激荡昂扬精神力量的活
动阵地。今年，散落在村居的64座
烈士墓也被迁葬至慰烈园，红色基
因在栟茶得到进一步传承。

建好也要管好。我市各地先后
出台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相关文件，
所有镇慰烈园、村集中安葬点、散葬
烈士墓等均落实专人实行常态化管
护，海门区印发了《红色资源保护传
承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了红色资
源领导小组；海安市区镇烈士纪念
设施管理办法被南通市市场监管局
列入地方标准。

除了实体的纪念设施，海门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还组织了“百处红
色记忆寻根”活动，跑遍全区革命纪

念地实地勘察后，制作“百处红色记
忆寻根”徒步打卡软件，通过走访革
命纪念地、聆听革命故事，重温海门
革命斗争的历史，用打卡软件记录
自己的行程和足迹，呈现特别的意
义。海门区烈士陵园还和老干部局
联合推出“红色江海潮”连环画展，
并制作 29集系列短视频《画说·海
门烽火》线上推送，开展海门革命史
的生动教学。

据介绍，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
护专项行动部署以来，市及县（市、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联合检察院
开展了一轮自查，对部分烈士纪念
设施存在环境不佳、纪念碑体破损
等问题，下发整改意见书2件、检察
建议书 6件，及时修缮破损烈士纪
念设施，做到边查边改、以查促改、
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全市已整理修缮
3000多处烈士纪念设施。下个月，
各地将开展交叉互查，市级部门也
将开展检查，推动各地迅速整改专
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推进县级及
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及散葬烈
士墓集中迁葬工作，不断提升管护
水平。

本报记者 沈雪梅 何家玉

本报讯（记者徐培钦）昨天
下午，2021南通文化旅游招商说
明会在绿洲国际大酒店举行。此
次招商说明会作为 2021中国南
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1+10”
系列活动的重头戏，邀请国内大
型旅游企业集团、长三角旅行社、
媒体代表以及南通市旅游协会和
相关分会的代表近200人参加。

推介会上，南通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副书记陆卫东代表南通

市人民政府致辞，向参加推介会的
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表示将为来
南通投资的客商提供最优质、最高
效服务，营造最佳的投资环境，并祝
愿各类旅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相
关部门在推介会上向与会嘉宾作招
商推介，重点推介了南通特色文化、
休闲度假、田园乡村等 3大类 12个
旅游项目。各县（市、区）的10个文
化和旅游项目成功签约，累计签约
金额126亿元。

本报讯（记者张烨）9月 29
日，市委组织部召开部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和十三届市委一次
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封春晴传达相关会议精神并讲话。

封春晴要求，组织系统要学
在前、作示范，坚持全面系统学、
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理
解和准确把握市党代会报告提出
的新思路、新目标、新观点、新举
措，切实以自身的学习过硬、领会
到位，引领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精神上来，更

好地汇聚起南通再来一次高质量发
展“沧桑巨变”的强大合力。组织工
作要干在前、做贡献，按照党代会报
告部署的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切实找准组织工作贯彻落实的切入
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深入谋划明年
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组织工作的思
路、抓手和举措，更加精准有力推动
组织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见效。组工干部要冲在前、当先锋，
始终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大力
加强自身建设，切实以过硬的能力
素质、优良的作风形象奋勇争先、担
当作为，积极为组织工作服务发展
大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年以来，我市整理修缮烈士纪念设施三千余处——

尊崇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陈可）28日，在
上海召开的 2021第三届亚洲生物
制药创新峰会上，南通开发区举办
专场招商会，默克生命科学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16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额 150亿元，其中总投资 6000万欧
元的德国 SANA Group体外诊断试
剂项目现场连线德国总部，进行了
视频签约。

招商会上，南通开发区还宣布，

已制定出台《南通开发区加快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鼓
励研发创新方面，对于新药进入临
床的给予 750万-870万元的资助，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再给予 1000
万-1200万元等诸多政策。在促进规
模化生产方面，新药项目按设备投入
20%资助，仿制药、同名同方药项目，
按照设备投入的 15%资助等政策。
在高端人才招引方面，推出最高可达

5000万元的创业资助，以及薪酬补
贴、购房补贴、生活津贴等扶持政策。

近年来，南通开发区深度研究
产业图谱、链条、热力图，依托现有
基础，加快发展步伐，提出力争到
2025年，全区培育生物医药上市公
司10家以上；引进优质医药企业产
业化基地50家以上；医药健康产业
规模达 500亿元，其中药品和医疗
器械规模力争突破300亿元。

目前，开发区规模以上医药健康
企业共 31家，2020年完成销售收入
185亿元，增长 20%；今年 1-7月完成
应税销售收入106亿元，增长9.3%，默
克制药、普米斯创新药、斯福瑞制药等
业界巨头纷纷落户。同时，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在中心区域规划总面积
4100亩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园区内布
局合理、功能齐全，将为生物医药项目
落户提供有力支撑。

南通开发区赴沪补强生物医药产业链
16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150亿元

2021南通文化旅游
招商说明会举行

学在前 干在前 冲在前
市委组织部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

28日，海
安高新区瑞恩
电气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在
赶制干式变压
器产品订单。
近年来，海安
高新区不断优
化辖区营商环
境，推动企业
扩能提产、满
产达产。

翟慧勇摄

筑牢安全防线 确保节日安宁
（上接 A1版）同时，要加强防火
宣传，加强景区火源管理，杜
绝游烟等现象。针对节日期间
景区客流增大、人员密集的情
况，要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严密制定分流措施和应
急预案，坚决堵塞漏洞，有效防
范各类风险。

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王
晖听取全市疫情防控常态化情
况汇报后指出，当前全球疫情
起伏反复，要准确把握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
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全力守
护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战
果。要慎终如始、毫不松懈地

抓好外防输入，坚持“人、物、环
境”同防，进一步落实好“两站一
场一码头”、涉外口岸、出海渔船
的防疫管控各项措施，筑牢疫情
防控之墙。要紧盯冷链物流、药
品购买等关键环节，用好现代科
技手段，加强研判、精准处置。节
日期间，商场、景区等地人员流动
性较大、易聚集，要做好充足准
备、加派人手，落细落实“一米
线”、“两码”查验等措施，科学制
定分流、疏散等方案预案，加强精
细化管理，确保不发生长时间人
群聚集现象，既要确保防疫安全，
也要保证生产安全。

市领导王洪涛、张建华、潘建
华分别参加有关督查。

奋力凝聚起“建设大门户
同奔共富路”强大精神动能

（上接A1版）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市委十三届一次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王晖书记对人大工
作提出的“旗帜鲜明讲政治、服务大局勇担
当、锤炼队伍优形象”最新要求结合起来。
要着力围绕“高质量、一体化、大门户、共富
路”四大重点任务，在聚焦高质量、助推一体
化、建设大门户、同奔共富路上再发力，充分
发挥人大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和代表
工作方面的职能优势，做到狠抓落实、真抓
实干。要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扎实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迈向新台阶的要求，以理论武装
为根本加强思想建设，以严格规范为标准推
进组织建设，以服务大局为核心抓好作风建
设，大力弘扬建党精神，不断强基固本，为迈
向新征程、承担新使命提供坚实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姜永华，副主
任董正超、黄卫成、陈俊，党组成员陈勇、沈
红星，秘书长杨扬参加学习。

（上接A1版）奋力凝聚起“建设
大门户 同奔共富路”强大精神
动能。提高政治站位，在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上下功夫。要深刻
认识现阶段南通所处的历史方
位、面临的战略机遇，深入领会

“建设大门户 同奔共富路”的历
史条件和现实基础，进一步明确
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发
展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
任务，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多学一点、学透一点。聚焦重点
任务，在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上

下功夫。要着眼建设文化强市重
点任务，持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
入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扎实
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质效。强化责任
担当，在统筹兼顾、扎实推进上下
功夫。要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
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
全面对标找差中补短板、强弱项，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高效率推进、
高质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