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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1月25日10时至
2021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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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光华大厦B座十层进行
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6631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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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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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号牌为苏
F6R7V5机动车一辆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31.5万元，保证金6.3万元，增价幅度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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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21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崇川区人大常委会特约刊登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
任施晓峰说，身为人大代表，不仅要做政
府工作推进的主体，更要善做人民的代言
人，在润物细无声中让群众安心放心。

崇川区幸福街道地处南通“北大
门”。南通火车站、被称为“动车4S店”的
南通动车运用所，以及地铁2号线车辆段
和起点站汇集于此。“双铁”呼啸而至，叠
加穿境而过的沪陕高速、连接主城的快速
通道，幸福街道正从偏远城郊快速蝶变为
辐射四方的交通枢纽。幸福街道飞速发
展的背后，征地拆迁加快、项目推进加
速。如何平衡项目推进与居民幸福获得
感，是幸福街道人大代表们始终放在心上
的头等事。

以崇川区人大开展的“代表学张謇，
担当走在前”主题活动为契机，幸福街道
人大工委积极响应，辖区人大代表走在一

线、干在一线。以“拆+建+管”三重抓手，
利用人大优势、发挥代表作用，将工作落
脚点放在群众身上，听百姓需求、为百姓
发声，让人大工委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哪怕是披星戴月，我们也要让企业
切切实实得到帮助、享到服务、感到关
怀。”在盐通铁路扫尾冲刺阶段的非居搬
迁任务中，区人大代表、文俊村社区党总
支书记马锋带领工作组全身心奔赴到与
企业的对接服务中。

为完成企业搬迁工作、解决企业后顾
之忧，马锋“随时待命、见缝插针”，不论是
节假日还是休息天，只要企业有时间就立
即跟上。让园区企业理解支持国家政策，
尽最大可能帮助解决企业诉求；发动有威
望的老同志推进思想工作，依托技术人员
从专业角度进行协调解说；联系出租厂
房、对接搬迁事宜……通过带着企业跑、
帮着企业跑、持续跟踪服务，拆迁工作顺

利推进。近几年，马锋参与近10个拆迁
项目，全都以100%的签约率和拆除率向
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南通站交通枢纽片区建设正加紧推
进，地铁2号线起点便在幸福怡居西侧。
自工程施工以来，区人大代表、秦西社区党
总支书记秦晓军就在“施工现场—居民家
中—社区”三点一线上奔波。站台施工范
围内，4幢楼栋和12户未拆迁民居紧靠施
工线。大型机器作业的噪音等问题让周边
群众深受其扰。了解到这一民情后，秦晓
军第一时间赶赴施工现场，沿线一家一家
跑，召集村民代表、小区居民代表和施工方
协商解决。最后决定施工方每晚九点半后
停止作业，如有特殊情况也会提前和居民
打招呼。秦晓军一直坚持“去老百姓家中
听、去施工现场看、持续跟踪服务”，得到居
民的理解支持，工程得以按时推进。

“长效管理重在平时。”无论是小区环
境治理，还是河道巡视，都能看到幸福社
区党总支书记、人大代表邢军的身影。幸
福社区是幸福街道中心社区，共计4000
多户、6000余人，且人员结构复杂。为
此，社区安排专人负责小区长效管理、定

期召开协商议事会议。今年，幸福新居地
下空间开放被列为街道为民办实事项目，
这项工作的推进对整个街道地下停车位
开放进程具有示范作用，打好第一仗事关
重要。乱堆放杂物多，监控、道闸、消防等
硬件设施不到位，电梯无法直达地下……
时间紧、任务重，邢军带领社区全体干部
奋斗在一线，带领物业清理杂物、垃圾，与
物业公司协调沟通人员安排，将政策依
据、收费依据等全部公开。如今，幸福新
居中和北已有三百余辆机动车停入地下
空间，畅通了“生命通道”。同时，刑军还
打造了一支涵盖七个子项目的“幸福虹”
志愿服务队伍，在册志愿者已达百余人，
为社区治理凝聚强大合力。

施晓峰表示，在“代表学张謇，担当走
在前”主题活动中，代表们将不断下沉基
层一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让幸福街道人大代表当好人民的发声
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幸福真正从名词变成形容词。

本报记者 江姝颖

幸福街道人大工委：把牢“拆+建+管”三重抓手——

燃动代表履职“新引擎”提升城市焕新“加速度”

一江碧水奔流 一派新貌展现
（上接A1版）

如今，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县城集中
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长
江干流沿线码头实现船舶垃圾设施全覆
盖；沿江一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基
本淘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优良
水质比例为88.2%，同比上升2.1个百分
点，优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

人江相亲，城水相依。山水人城和谐
相融的长江经济带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

金秋的重庆果园港，塔吊林立，货轮
穿梭，铁轨交错，车流滚滚。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果园
港区的建设者、管理者以一流的设施、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好。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四通八达。果
园港已成为长江上游地区联通全球的“中
转站”。“以长江为主动脉，不同的物流通
道，在这里实现‘自由组合’。”果园港国
际物流枢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军说。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
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
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习近平
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勾画了蓝图、指
明了方向。

今年8月1日，武汉阳逻国际港水铁
联运二期项目开港运营，水运与铁路运输
在此实现无缝对接，未来可形成年100万
标箱吞吐量、50万标箱水铁联运量，成为
长江最大水铁联运基地，进一步打通东北
亚、东亚、东南亚经武汉至欧洲的国际物
流贸易新通道。

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试通航5
年间，安全稳定运行2.2万余厢次，通过船
舶1.46万余艘次，运送货物681.86万余
吨、旅客46.72万余人次，客运量、货运量、
通过船舶艘次数呈稳步上升趋势。

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千年“黄金
水道”，激荡澎湃，有效连接起沿江省市和
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汇入
世界经济大潮。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通州湾20万吨级
深水大港呼之欲出，将成为继上海洋山港、
宁波舟山港之后我国又一江海联运新通
道。“十四五”期间，江苏将加快建设水陆空
立体式双循环战略通道，探索服务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江海联动，陆海呼应；纲举目张，经脉
循行。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推进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2020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

长三角一体化“龙头”腾飞，长江中游城
市群“龙身”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龙尾”舞
动……沿江省市联动发展，正加快长江经济
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推进畅通
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可卷曲的玻璃、薄如蝉翼的玻璃……走

进位于安徽蚌埠的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仿佛打开一本玻璃百科全书。瞄
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绿色低碳目标，这里陆续
攻克前沿技术，并快速走向市场。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新、战
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新形势下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要
求和部署，始终凸显着“高质量发展”这一
根本要求。

大江奔流，巨龙起舞。长江经济带省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精彩纷呈。

深耕新“赛道”，江西南昌的VR产业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一批行业头部企业落子
布局；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岛、江
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示范；
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
路子。

2020年11月14日，南京。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
军”成为长江经济带新的历史使命。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生机勃勃的长江经
济带，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进
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
地区生产总值24.88万亿元，同比上升14%，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6.9%。

日益优化的长江生态，也在回馈保护它的
人们。重庆广阳岛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着人
才、资金、技术加速聚集，科大讯飞等企业纷至
沓来，其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正崛起为智能产业
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绿色发展的
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我
们要清醒看到，当前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
阶段性的，尚未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长江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保持
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茬接着一茬干，定能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
泽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南通介绍培训就业工作经验

（上接A1版）
马飞雄充分肯定江苏退役

军人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工作
“有思路、有基础、有拓展”，要求
各地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
迫感，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教育培训为基础、以稳定就业
为目的、以搭建平台为抓手，准
确把握就业创业总体要求；突出
就业创业工作着力点，在推动体
制内岗位吸纳退役军人、引导退
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拓展重点
行业就业岗位、发挥创业带动就

业作用等工作上下功夫；加强对就
业创业工作的领导，用好工作机
制、重视政策落实、做好典型宣传、
加强自身建设，共同推动相关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议期间，马飞雄实地调研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南通职业大
学、星中·国际青创园、中天科技集
团等服务指导退役军人教育培训
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相关省、市、县交流了工作
经验。副市长赵闻斌代表南通
发言。

本报讯（记者张烨）21日，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遥望港河市
级河长封春晴率队巡河，实地察看
了部分整治现场，并对遥望港河四
季度河长制工作进行部署推进。

封春晴一行首先来到通州湾
示范区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示
范村海防村的整治现场，现场查
看了农户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认
真了解生活污水处理流程、处理
设施建设标准化以及相关整治任
务完成等情况。在如东县疏浚河

“两违”拆除现场，封春晴仔细了
解了生态河道建设、农村水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老集镇专项整治
等情况。在通州区余丰河生态河
道治理现场，封春晴一行查看了
河水水质、河道和沿岸环境卫生

等情况，并详细了解了区域治水、河
长制工作落实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推进会上，封春
晴听取了遥望港河支流、流域相关
整治情况。今年以来，遥望港河沿
线各地和相关市级部门同向发力、
主动作为，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
成效明显。

封春晴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
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站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民
生福祉的政治高度，不断深化对治
水形势、治水要求、治水特点和治水
规律的认识，做到思想站位再提高，
源头治理更精准，生态修复快提速，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形成共治合力，
率先将遥望港河打造成“干净的河、
流动的河、美丽的河”。

本报讯（通讯员丁倩 记者王
玮丽）10月15日-17日，为纪念南
通籍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
名铝冶金专家邱竹贤诞辰100周
年，2021年铝工业技术与发展国
际会议在沈阳东北大学举行。

邱竹贤院士是我国著名有色
金属冶金专家，生前为东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铝电解
工业生产和融盐电解、融盐物理化
学基础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曾
先后当选挪威技术科学院外籍院
士、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等。

会议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原副主任何鸣鸿以“创新、实干、
成果累累——德艺双馨”为题，饱含
深情地回忆了恩师邱竹贤院士生平
点滴。其中，新近挖掘整理发现的
美国《Light Metal Age》2016年 2月
号“名人侧影”专栏评价邱竹贤院士
为“中国铝工业之父”等不少珍贵史
料为首次公开发布。

受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
部）委托，市科协常委、市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缪建红专程赴沈阳参加相关
活动，并向参加专题座谈会的邱竹贤
院士历届学生赠送市科协先期资助
出版的院士文集《邱竹贤传》。

南通籍院士邱竹贤百年诞辰
纪念活动在沈阳举行

源头治理更精准 生态修复快提速
市领导开展巡河工作

亚洲最大的风电场 1000多
台风机列阵壮阔的海面上，迎风
摇曳，向华东电网源源不断地输
出强大的电能；全国最大的能源
岛，吞吐世界天然气，直供长三
角；总投资 450亿元的金光如东
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450亿元
的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快速推
进……21日，“奋进现代化、跑赢
新赛程”媒体见面会走进如东，
来自中央、省市媒体的记者跨过
12.6公里的黄海大桥，奔赴全国
最大的能源岛——阳光岛，感受
如东县勇当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向海图强，全力构建沿海产业
发展新高地，建设全省向海发展
先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的
雄心壮志。

“接卸天然气超过了去年全
年！在这个能源岛上，中石油江苏
LNG项目用地480亩，年创造税收
10亿元。”如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蔡东站在洋口港规划展示馆 9

楼露天平台上自豪地说。如东洋口
港至今累计接卸LNG4022.7万吨，外
输天然气561亿立方米。

打造红色如东、金色如东、银色
如东、绿色如东、蓝色如东，放大高
质量发展新优势，绿色能源产业是
重中之重。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紧扣

“十四五”末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000
亿元、工业应税销售达1000亿元、服
务业应税销售突破1000亿元、全口
径税收达到100亿元的目标，全力聚
焦重大项目建设，中石油江苏LNG
接收站三期工程上月下旬投产，本
月 16日江苏省 LNG调峰储运项目
完成混凝土桩施工，进入承台及罐
体施工阶段。协鑫汇东和华润LNG
项目相继落户如东，年接卸能力正
从1000万吨向3000万吨迈进。

一栋栋厂房在盐碱地上拔地而
起，一台台大型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
试，一个全球最大的单一生活用纸生
产基地即将在洋口港崛起。印尼金光
集团投资的金光如东产业基地一期项

目将于今年年底和明年5月相继投
产，年产78万吨高档生活用纸。而金
光集团最终目标是在洋口港建成年产
396万吨的高档生活用纸生产基地，
将从洋口港码头直发全球。

“扛起新使命，干出新气势，放
大新优势，拼出新名次，让三个千亿
级产业在如东沿海奋起。”如东县委
副书记、代县长陈雷说，近几年来，
如东广大干部高昂“狼性”精神，高
扬牛劲品格，接续奋斗，去年发展速
度蝉联全市第一、项目建设综合考
核全市第一，全国百强县排名位次
前移4位。如东把勇当长三角沿海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作为重要抓手，
围绕经济总量、百强排名要在长三
角沿海27个县市中进入第一方阵，
持续推动“双聚双高”作风效能提升
专项行动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精
气神，主攻重大产业项目，全力打造
南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以翻篇归零的心态，以开局就
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状态，对标
对表，干出新作为。桐昆聚酯一体
化一期项目遇到设备进场、供水供
电等一系列卡脖子问题，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服务专班保姆式接力排忧
解难，搬走拦路虎，将于今年四季度
投产。该项目立足主业延伸产业

链，在洋口港倾力打造纺织一体化
基地，建立以 PTA-聚酯-长丝-加
弹-经编-印染为核心的纺织产业
链，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嬗变，为
南通打造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行区贡
献科创力量。

打造全国“双碳”第一县，做优
做强低碳经济大蛋糕，到目前为止，
全县全容量投运的风电场已达 25
个，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累计并
网发电 324亿千瓦时，加上光伏发
电、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沼气发
电，全县清洁能源产生巨大的环保
效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海上风
电第一县”。

去年年初以来，上百艘施工船
齐聚如东海面，总投资686亿元、总
装机容量380万千瓦的13个海上风
电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打桩、吊装作
业日夜兼程、争分夺秒，相继投运。
目前，如东沿海1071台风机竞相摇
曳，每月上网电量3.5亿千瓦时。到
12月底，全部建成投产后，如东风
电年上网电量将超过 135亿千瓦
时。持续壮大风光产业，打造全国
绿色能源示范城，到 2025年，全县
风电装机总量突破1000万千瓦。

本报记者 杨新明
本报通讯员 张凯

21日，中央、省市媒体记者走进如东，感受项目建设热度和速度——

“五彩如东”千亿产业高歌猛进

21日，在海安商贸物流
园中的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
地，集装箱门吊正在装运集装
箱。10月中旬，中欧班列（海
安—东盟）正式列入铁路运行
图，标志着长三角地区至东盟
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班
列将固定线路、固定时间发车，
为本土及周边地区企业降低物
流成本。

今年以来，海安至东盟的
“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21列
共868车。常态化开行后，班
列将按照铁路运行图规定的频
率和时间开行，初步计划周一
至周五发车，每列按照不少于
41车编组。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