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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人大常委会特约刊登

汤家巷的书香、北市街的光影、西洋
桥夜市的烟火气……从早至晚，漫步在唐
闸古镇，总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仿
若一个厚重却又阳光的年轻人迎面走来。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唐闸因张謇兴
办实业而在兴盛时被称为“小上海”，又因
为时代的飞速发展而一度陷入沉寂。但
驻唐闸镇街道的崇川区人大代表们没有
忘记这个地方，多年来，坚持为唐闸古镇
的保护利用、民生发展出谋划策，推动这
片热土重新焕发“年轻态”。

每天一有空闲，西洋桥社区党委书
记、区人大代表陈鹏飞都会到近在咫尺
的古镇上走走看看，一方面为古镇的变
化而备受鼓舞，另一方面也是搜集线索，
为古镇的未来提出更多建议。生于斯长

于斯的陈鹏飞，经历过唐闸曾经的兴旺，
也痛心过老镇的停滞。9年前，在成为区
人大代表后，他就一直积极履职，先后提
出《关于加大唐闸老镇文创、旅游产业发
展政策扶持力度的建议》《提质增效 强
化管理 打造唐闸老镇文旅新形象》等诸
多建议。

“老镇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
一提建议就变化到位。但这些年，各级政
府和相关部门确实是扎扎实实在做工作，
老镇面貌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陈鹏
飞高兴地说，“作为老镇居民和人大代表，
看到这些变化时倍感振奋，也有些小小的
成就感。未来，我还要利用人大这个阵
地，为老镇的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

热心公共事业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

显著特征之一。作为驻唐闸镇街道的区
人大代表，也积极投身公共事业的出谋
划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流经古镇的公
新界河，因水系不畅，曾经黑臭难闻。区
人大代表施霞在走访中得知此事，又几
经踏勘，精心撰写建议，希望对此河开展
整治。相关部门和唐闸镇街道也高度重
视，调查发现该河出入口狭窄、沿河还有
生活污水直排，导致水体出现问题。整
治随即跟上，相关部门首先对河道进行
清淤，接着截污纳管，切断污染源。而根
本的整治是拓宽出入口，目前这项工程
还在持续推进之中。“现在再看这条河，
已经清爽很多了，作为区人大代表，我也
有种收获感。”

无论是古镇的开发利用还是公共事
业的日新月异，其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民群
众谋福利，这也是区人大代表履职的最终
目标。8日，位于古镇附近的新华社区工
作人员来到新华园小区“家访”。在80岁
高龄陈步杰的家中，老人热情地介绍：“这
个小区虽然建造已有30多年，但是如今

拓宽的道路、增设的扶手、软化的塑胶跑
道、新建的休闲长廊，加上悠久的人文气
息，这个改造后的小区环境更加好，居住
更舒适。”

而在整个小区，可以看到很多智能设
备在24小时全方位地为居民提供服务，
电子智慧车库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识别
人脸车辆分流，服务普及化，便民高效
化。社区党委书记、区人大代表胡敏介绍
说：“在经过人大会议上的建议后，上级部
门迅速到位，统筹推进改造，根据多方意
见建议，将老小区改造最优化，提升居民
群众的归属感。”

“在区人大代表们的努力下，唐闸古
镇正变得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宜居，我们
36位代表将继续坚持下去，为通城的高质
量发展做出贡献。”唐闸镇街道人大工委
主任杨宁说。

本报记者 陈可

驻唐闸镇街道崇川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

出谋划策，让古镇焕发“年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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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永怡路东大好亿莱大厦101、
102、103、104、105、201、202、301、302、
401、602室、8层、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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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10时至2021年11月10日10时止；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1月29
日10时至2021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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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年 11月 10日 10时至 2021年 11
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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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10，户名：江苏省南
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位于南
通市星景花园57幢302室及车库48室
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411613元，保证金282300
元，增价幅度7000元及其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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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9月30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10月 11日 09:30-17:25 10kV沁园 163线部
分停电 无10 月 11 日 09:00-18:55 20kV 文俊 251 线
尚海城 4#配电间 4-1#变、尚海城 4#配电间 4-2#
变、尚海城4#配电间4-3#变10月 11日 07:30-13:30 10kV涵清园线 四
安供水服务10月11日 08:00-13:30 10kV川街线 川南村10月12日 09:00-18:55 10kV力王142线部分
停电 德民花苑1#、2#、3#、4#、5#、6#、7#、8#、9#变压器10月 12日 09:00-16:55 10kV北桥 122线部
分停电 晏园南岸业主委员会、晏园南岸1#箱变、
晏园南岸2箱变、晏园南岸3#箱变10月12日 09:00-16:55 10kV集美线 无10月 12日 09:00-17:55 10kV虹东线 南通
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虹桥西村310月 12日 09:00-18:00 10kV南农线 云南
华尔木业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云通木业（南通）
有限公司、通州区张芝山镇芳萍污泥处理装备厂8109365591、江 苏 石 岛 玻 璃 有 限 公 司8102059991、南通市通州区银星钟表有限公司8107842340、通州市张芝山镇万利丰织布厂、培
德村（51128）、通海村（51154）、336省道南通收费
站 、南 通 巨 龙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3208105043164）、通州区张芝山炜炜纺织厂10月 12日 09:00-17:00 10kV工业 115线部
分停电 3203000372720-南通三责精密陶瓷有限
公司、8100443764-南通光明钢丝制品有限公司、8100454493-南通市江洲钢绳制品有限公司10月 12日 09:00-14:55 10kV星通 143线部
分停电 无

10月 12日 09:00-14:55 10kV天星路南 184
线部分停电 无10月 12日 07:30-15:00 10kV永达线 平东
村、锦绣豪庭10月 12日 07:30-13:30 10kV涵清园线 晨
龙纺织服饰10月 12日 08:30-15:30 10kV涵清园线 王
桥村、华佳建筑机械零件厂10月12日 08:00-13:30 10kV海中线 永安村10月 13日 09:00-18:55 10kV文北 141线部
分停电 德民花苑 10#、11#、12#、13#、14#、15#、16#、19#、20#、21#变10月 13日 09:00-16:55 10kV河北 164线部
分停电 运河村 5组南(6203)、南通通诚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8100454474)、南通润发运输有限公司(8108392307)、南 通 市 城 市 照 明 管 理 处(8107727037)、中储粮南通直属库有限公司)(8100002747)、南通通燃加油服务有限公司10 月 13 日 09:00-18:55 20kV 海城 233 线
尚海城4#配电间4-4#变10月 13日 09:00-16:55 10kV长城 159线部
分停电 南通广播电视台(8100001778)10月 13日 09:00-18:55 20kV科林 21C20kV
海工266线 20kV正大236线 无10 月 13 日 09:00-16:55 10kV 床单 152 线
张芝山镇区 12062台区、张芝山镇区 51105台区、
张芝山居委会51040台区10月13日 09:00-16:55 10kV竹海124线部分

停电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有限公司
（8100412245）、中国联通、竹行2大队（5360台区）10月13日 07:30-14:30 10kV涵清园线 王桥村10 月 14 日 09:00-16:55 10kV 德城 167 线10kV恒盛145线 部分停电 无10月14日 09:00-16:55 10kV虹东线10kV西虹线 虹桥南村 45#、虹桥南村 46#、虹桥170#、虹桥 169#、虹桥 175#、虹桥 166#、虹桥198#、虹桥 196#、虹桥 214#、虹桥 208#、虹桥236#、虹桥233#、虹桥222#、虹桥218#10月14日 09:00-16:55 10kV港口132线部分
停电 海港新村2#楼北箱变、海港新村3#楼北箱变10 月 14 日 09:00-16:55 20kV 北岸 266 线
南通齐运焊接设备有限公司（8107678640)、南通
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8106002663)、南通苏通
科技产业园控股发展有限公司（8107678613)、戴
闻医疗产品(江苏)有限公司（8105299263)、南通苏
通科技产业园控股发展有限公司（8107678432)、
南通派锐泰特精密科技有限公司（8107678629）10月 14日 09:00-14:55 10kV民海 154线部
分停电 无10月 14日 14:00-18:55 10kV春天 182线部
分停电 无10月14日 08:30-15:30 10kV涵清园线 史庄村10月 15日 09:00-13:55 10kV校西 161线部
分 停 电 盐 城（南 通 蓝 鸟 彩 印 有 限 公 司）
（8100520151）、南通市福瑞达包装有限公司
（8100525507）、新 邦 皮 件（南 通）有 限 公 司

（8100201071）、路灯管理处（8100434920）、江苏中
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8109134606）、南通十建集团
有限公司（8107500416）、南通华硕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8100516638）、南通中心村实业有限公司
（8107733505）、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10月 15日 09:00-16:55 10kV市西 116线部
分停电 北濠顺遂楼箱变、北濠10月 15日 09:00-16:55 10kV虹东线 10kV
川崎线 南村路口、虹桥南村 53#、虹桥南村 57#、
虹桥南村 55#、虹桥南村 74#、虹桥南村 66#、虹桥
南村60#10月 15日 09:00-16:55 10kV雅居 185线部
分停电 10kV港口132线部分停电 无10 月 15 日 09:00-16:55 20kV 北岸 266 线20kV 元 华 22H 光 基 机 械 ( 南 通) 有 限 公 司
（8107611340)、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控股发展有
限公司（8106760764)、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控股
发展有限公司（8107493399）、德奥直升机有限公
司（8107678617）、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控股发展
有限公司（8107653287）、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控
股发展有限公司（8107678536)10 月 15 日 09:00-16:55 10kV 器皿 137 线
通州市华通钢绞线厂10月 15日 08:45-16:40 10kV新大 183线部
分停电 南通金典服饰有限公司10月 15日 07:00-15:30 10kV双浩线 三合
口村、奥琪纺织、裕豪纺织、爱佩芝、宇好家纺、狼
梦卧室、丽星纺织、田岛纺织

市区供电抢修热线：85928592
南通供电公司2021年9月30日

南通供电公司停电公告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9月 30日下午，张謇
企业家学院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秋季研修班
结业仪式举行，来自现代物流和信息服务领域的
200名规上服务业企业家经过培训学习顺利结
业。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謇企业家学院院长单
晓鸣出席仪式并讲话。

单晓鸣表示，服务业对于南通经济社会发展
至关重要，希望学员们要强化科技创新，未来服
务理念与业务模式的创新是服务业企业发展的
生命线；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特别是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要在细分领域围绕专精特新做到最高
峰；要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展之
中，通过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探
索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
进制造业相融相长、耦合共生。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9月29日，武珞跨江融
合科创社区、中科苏锡通创新园两大科创平台项目
正式在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签约落户，这是园区深
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武珞跨江融合科创社区项目由武汉大学苏州
研究院发起设立的武珞控股集团建设运营。该项
目计划投资20亿元，发挥其在相关领域的人才和
资源优势，积极引进科技项目和团队落地，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推动高端人才和项目在园区集聚。
力争三年内将该社区建设成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打造成科技、生态、活
力、创新的跨江融合科技产业园区苏锡通样板。

中科苏锡通创新园由中国科学院旗下北京
中科钛领科技建设运营。自成立以来，承袭中国
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十余年的技术转
移经验，在行业内率先提出“科技成果转化4.0模
式”，构建了“线上+线下”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为地方政府及各类企业提供一站式创新创业服
务。依托中国科学院资源优势，引进一批较成熟
的科技企业和人才团队，构建集科研、产业、生产
于一体的产业链式生态，着力打造成示范基地。

重点批零住餐企业
7天销售11.7亿元

国庆长假，我市消费市场迎来一轮
销售高峰。7日，市商务局发布统计数
据：10月 1日-7日，全市重点监测批零
住餐企业共实现销售 11.7亿元，同比增
长18%。

国庆长假期间，2021南通老字号非
遗嘉年华暨商圈促销活动、江海国际旅
游节、2021年南大街购物节等有声有色，
各大商贸零售企业举办多种促销活动。
文峰大世界南通店销售同比呈两位数上
升。同属南大街商圈促销费联盟的八佰
伴、地下品牌商城、时尚街都迎来了近半
年的最佳战绩。

吃穿用消费成为国庆长假的消费主
流。长假 7天，我市监测的大中型超市
总销售额达到 1.2亿元，同比增长 5.9%；
大型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销售额合计 4.1
亿元；各大汽车品牌 4S店、专业市场举
办汽车促销让利活动，总成交金额达到
5.98亿元。

节前和节日期间，全市商务系统积
极引导商场、超市、重点批发市场加大重
要生活必需品供应，重点流通企业商品
货源供应充足，品种丰富，市场价格相对
平稳。同时，市商务局下发工作通知督
促相关企业加强节日市场安全管理和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确保了节日期间市场
流通安全。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农批市场7天供菜12219吨

国庆期间，我市肉类、蔬菜等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
稳。记者 7日从市商务局获悉，31个监
测单位重点监测的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
总体稳中有降，节日期间全市未出现生
活必需品断档脱销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国庆 7天，南通农副
产品物流中心供应蔬菜的总交易量约
为 12219吨，日均交易量为 1745吨，较
节前增加 0.56%；供应水果的总交易量
约为 7676吨，日均交易量为 1097吨，较
节前增加 30%；供应水产的总交易量约
为500吨，日均交易量为71吨，较节前增
加2.3%。

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生活刚需
有增无减，绿色食品、高档水果、蔬菜肉
类等产品销售红火，生活必需品零售市

场价格稳定，秩序良好。其中猪肉均价
为 29.5元/公斤，较节前下跌 4.1%；蔬菜
均价 8.09元/公斤，较节前上涨 0.87%；
鸡蛋均价 11.1 元/公斤，较节前下跌
2.2%；水产品均价 18.6元/公斤，较节前
上涨0.7%。

12家重点景区
共接待游客近83万人次

“十一”假期，全市文化旅游市场总
体安全有序。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基础上，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娱乐场
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文博场馆、A
级旅游景区等文旅场所在节假日期间全
部对外开放。假日期间各大景区内游人
如织。

“十一”假期我市热门景区游客接待
逐步提升，尤其是狼山、野生动物园等重
点景区深受游客的青睐。结合 2021南
通国家江海文化旅游节推动南通“十一”
黄金周文旅消费，南通一批景区推出半
价、免费优惠活动。洲际绿博园、啬园、
水绘园、如皋盆景大观、华夏电影展示
馆、军山等 14家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活
动，探险王国推出特惠门票，以极其优惠
的价格推出国庆特惠。截至目前全市纳
入监测的 12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近
83万人次，门票收入近2200万元。

假期平安畅通稳定

七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全市公安机
关全力以赴、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各项安
全保卫工作，确保了节日期间全市城乡
社会平安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主要道路
保持安全畅通，商业繁华场所、客运站点
和风景游览场所秩序井然，七场大型活
动安全顺利举行，未发生重大案事件和
事故。

节日期间，南通警方实行一级响应
机制，市、县公安机关每天同步召开“情
指勤舆”会议，推动各项安保措施有效落
实。全市公安机关在节前开展两轮集中
清查的基础上，每天投放 3000余名警力
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提升群众安全
感。节日期间，全市接报的刑事警情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绝大多数为盗窃、诈
骗类警情。

10月1日至7日，南通境内高速公路
收费站进出总流量约398.2万辆，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长假期间，南通交通事
故警情同比下降11%，未发生长时间、大
范围的交通拥堵，未发生有影响的交通
事故。 本报记者 刘璐 李波 张亮

本报通讯员 苏锦安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市节日气氛浓厚。节日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向好，全
市纳入监测的12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近83万人次，门票收入近2200万元。严格落实在岗值班制度，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城乡社会平安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广大市民通过各种形式欢度国庆佳节。

消费市场活 文化旅游火 安全形势稳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秋季研修班结束

200名规上服务业企业家结业

科技创新再添新动力

两大科创平台落户苏锡通园区

如东争当“双碳”赛道主力军

（上接A1版）“风电设备生产、安装、测试、维护整
条产业链，都在我们如东，67家上下游企业年应
税销售达300亿元。”如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陈
雷自豪地说，“去年，全县新能源产业板块应税销
售近600亿元，同比增长近六成，在一张白纸上做
出低碳经济大蛋糕，造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县。”

风电装备从零起步，如东“绿色劲风”刮出减
碳经济产业板块。在洋口港等沿海潮间带的淤
泥质沉积地带、浅水区滩涂上，崛起一座座潮间
带光伏电站，上层风力发电、中间光伏发电、下层
滩涂养殖，“风光渔”一体化源源不断地吐出12
亿千瓦时电。工厂和县政府大楼屋面、4000多
家农户的屋顶，装上如东产的光伏发电板，发出
1亿千瓦时的电。如东国信生物质发电厂每年
吃进6万多吨秸秆，吐出19.8亿千瓦时电；天楹
环保公司焚烧生活垃圾，输出14亿千瓦时的电；
6家大型生猪养殖场猪粪变沼气，产出1000多
万千瓦时的电。

9月初，总投资30亿元的可再生氢能供应链
基地和氢能关键装备基地项目落户如东。国家
能源集团国华投资与低碳院携手中天科技打造
绿氢产业链，挺进海上风电+制氢、开发储能和
海洋能领域。

布局长远，争当“双碳”超长赛道主力军，助
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断瞄准开
发新项目的如东仍在加速领跑。
本报记者 杨新明 本报通讯员 汤建荣 徐书影

练好“绣花功夫”提升管理质效

（上接A1版）
督查过程中，沈雷还重点检查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后巷、农贸市
场等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十二个专项提升行动落
实情况。他指出，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既是一项重
要民生工程，也是系统性工程，要抓基础、抓细
节，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要针对老旧小区“六
乱”整治等攻坚难点，实施拉网式排查、清单式推
进，以认真、较真、顶真的态度，细化任务分解，倒
排序时进度，层层落实责任。要紧盯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道路通行环境治理，加快解决路面低
洼、破损等问题，科学设置护栏、标牌等交通设
施，全面做好洁化、绿化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
网格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加快构建群管群护
格局，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坚持创建
为民，以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开展各项工作，
让文明城市建设真正为群众带来实惠。

市领导张建华参加督查。

国 庆
期间南大
街丁古角
热闹非凡。

李斌摄

江 海
小记者体
会农作的
欢乐。
徐培钦摄

1010月月11日日，，钟钟
秀街道校西村社秀街道校西村社
区近区近200200人以徒人以徒
步方式为祖国母步方式为祖国母
亲庆生亲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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