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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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滨江时尚街C2幢101室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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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10时至2021年12月7日10时止，起拍价：
245万元，保证金：20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2月23
日10时至2021年12月24日10时止，起拍
价：200万元，保证金：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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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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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工农路98号办公房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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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10时至2021年12月7日10时止，起拍价：
52.5万元，保证金：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1年12月23
日10时至2021年12月24日10时止，起拍
价：42万元，保证金：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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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1月
28日10时至2021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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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启东市汇龙镇幸福岛38号房地产[不动产
权证号：00227772,00227773;土地证号：启国
用（2015）第5267号]，带租赁拍卖，租期至2023
年10月31日,建筑面积:410.22平方米，登簿日
期：2015年10月8日，共有情况：按份所有，土地
使用面积：145平方米。风险提示内容详见网上
公告。

市场价（网络询价）:6623907.3元,起拍价：
464万元，保证金:4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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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线上办理
请扫码

遗失公告
▲葛金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

船 员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20623195905244815，声 明 作
废。

▲葛殿勇遗失海洋渔业机驾
长 职 务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20623195507044895，声 明 作
废。

▲通州区五接镇霞军服装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20683601446199，编号：

320683000201606130027，声 明

作废。

▲顾敏英不慎遗失残疾证，证

号 ：32061119600810092453B，

声明作废。

▲宋勤遗失南通市中海海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

发票，发票号码 69872033，金额：

2563641.00元，声明作废。

▲宋勤遗失南通市中海海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

车 位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

SDQ000811，金 额 ：140000.00

元，声明作废。

▲南通开发区新开镇红点沙

发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税 号 ：

32060219681011052501，声明作

废。

▲崇川区陕之味面馆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JY23206020226135，声明作废。

▲朱俊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P32056825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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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是保障城市运行和发展的基石。
当前，南通市正在全力创建省级安全发展
示范城市。为进一步提升创建活动的群众
参与度和社会知晓率，全方位、立体式、多
领域打造南通“城市安全名片”，有效发挥
公益广告在推进城市安全发展、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提升安全文明程度、培育城市安
全文化、弘扬时代新风、助力创建安全发展
示范城市等方面的重要引领作用，经研究，
决定开展南通市创建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公益广告有奖征集评选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止。
二、作品主题
作品需围绕“城市安全、美好生活”主

题，涉及生活安全、校园安全、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施工作业安全、设施设备安全、人
员密集场所安全、工业企业生产安全、防灾

减灾救灾等城市安全方面，突出“科技、管
理、文化”重点，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体现南
通地域特色，凸显安全发展内涵。

三、作品形式
1．城市安全Logo：能体现“南通创建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核心要素和地域特色
的城市安全标识，图案简洁明快、构图新
颖、色彩协调，作品需以A4幅面白底绘制，
注明标准色，存储格式为jpg，分辨率不低
于 300dpi，并配以 300 字以内的设计说
明，阐述 LOGO 的设计思路、理念和含
义。作品文件名按照“作品名称+作者”格
式命名。

2．城市安全海报：包含户外广告、海
报设计、报纸广告、漫画等，单幅、系列彩色
作品均可，作品尺寸为50㎝×70㎝（宽×
高）或57㎝×84㎝（宽×高），存储格式为
分层psd或 tif，分辨率不低于300dpi，内
容需适合互联网、媒体传播以及大型户外

广告喷绘需求。作品文件名按照“作品名
称+作者”格式命名。

3．城市安全标语：各类宣传标语，每
条不超过30字，文字精练，构思新颖，特色
鲜明，寓意深远，便于宣传和推广。作品文
件名按照“作品名称+作者”格式命名。

四、创作要求
1．坚持原创作品，杜绝抄袭、模仿，不

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
利。若有违反活动规则并引起法律纠纷
的，由投稿作者独自承担相应后果及一切
法律责任。

2．作品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科普性的有机统一，突出南通特色，注
重挖掘南通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元素，
在作品中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南通特色的
文化品位。

3．作品要体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语言文字使用规范、艺术表现形式得当，文

化品位良好。提倡风格多样、百花齐放，满
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喜好。

4．作品要善于从百姓身边事情中选
取题材，情理交融地表达思想观念，使群众
爱听爱看、喜闻乐见；内容方面注重问题导
向和矫正治理，激发广大群众控风险、除隐
患、保安全，有助营造“全民关注安全，人人
参与创建”的良好氛围。

5．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
创意设计，为公益广告注入现代气息和时
尚元素，创作新颖别致的作品吸引人、打动
人、感染人。

五、奖项设置
Logo、海报、标语类各设一等奖1名

（奖金 2000 元），二等奖 3名（奖金每人
1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每人500元），
优秀奖若干名（奖金每人200元），以上奖
金均为税前。凡获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
方，用于出版、展览或宣传，不再支付稿酬。

六、投稿及其他事项
1．投稿方式及渠道：参赛作品请以电

子版形式传至邮箱：1733623883@qq.
com，邮件主题为“作品形式+参赛者姓
名+联系方式”，联系人：濮先生，联系电
话：（0513）68218986，13962936705。

2．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征集的作品
进行评选，优先选用主题突出的系列作品，
并对所有获奖作品，有在适当时间以恰当
的方式修改并无偿用于公益宣传的权利。

3．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南通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和南通日报社（集团）所
有。凡提交参赛作品，所有稿件一律不退
还。

关于开展南通市创建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公益广告有奖征集评选活动的公告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南通日报社（集团）
2021年11月4日

9月1日，市妇联与教育部门联
手推出了家庭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旨在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协同减负
的合力。时过俩月，家庭教育焦虑
缓解如何？孩子课后“幸福时光”到
来了吗？

线上采集档案 精准排摸需求

“您希望社区提供哪些家庭教
育支持服务？”“您认为自己教育孩
子的困难在哪里？”9月 15日，家住
海门的吴女士在手机小程序上认真
填写着“家庭基础档案表”。“女儿初
三在读，在这关键的时候，恰好遇上
了‘双减’，档案表里的很多问题正
是目前我所面临的难题。”

“‘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实,在学
校,更在家长,家庭基础档案表是我

们了解家长心理需求的基础，能够
帮助我们细化分析家庭信息，精准
收集一批问题、摸排一批需求。”市
妇联主席张洪晖介绍。依托学校组
织家长在线填写，通过一户一档“家
庭档案”的建立，健全各地以社区为
单位的基本家庭信息库，形成“房对
应人、人对应档、档内有详情”的数
据地图，有效收集一批家长们亟待
解决的家庭教育问题。市妇联联合
家访试点工作，目前已建立家庭基
础档案5629份。

走访重点家庭 构建个性方案

“祝你生日快乐！”10月29日中
午，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声，一场特殊
的生日会正在进行。两个头戴生日
帽的少年被浓浓的爱意包围。小敏

与小安的情况是海安市妇联在线上
采集家庭基础档案表时发现的。父
母离异，母亲患有精神病，正在治
疗，父亲靠送外卖养活俩孩子，因为
工作太忙，两个小孩平常没有人管
教。海安市妇联与学校沟通后，迅
速将其锁定为重点家庭，并组织妇
联干部、教师、社区志愿者等上门开
展联合家庭走访等。“刚开始接触
时，姐弟俩都比较内向，现在开朗多
了，姐姐现在还学起了舞蹈。”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前期家庭档案的建立，筛选出重点
家访对象，把有单亲、留守、失学辍
学、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等特殊情况
家庭列入重点家访对象，制定一批
个性化家庭教育支持行动方案，落
实“双减”试点工作，有效形成家校
协同育人、协同减负的合力。

协同教育网络 化解减的焦虑

1日，海门区能仁中学的贫困
学生赵骄，被她的数学教师张老师接
到了自己家里。赵骄最近因为学习
压力大，情绪低落。张老师察觉到她
的情绪变化，便把她接回了家中，细
心劝慰，悉心指导。这是市妇联积极

推进联合家访试点工作，深入实施学
生成长“导师制”的一则案例。

学生成长“导师制”，就是根据每
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精准配备成长导
师（情感导师、学业导师），其主要目的
就是发挥家庭教育专家、教师等专业
优势，切实帮助解决学生思想行为、学
业学习、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延伸家庭教育服务
触角，积极回应广大家庭对家庭教
育指导方面的需求，市妇联以阵地
共用、资源共享、载体创新为原则，
整合“家长学吧”“家长学校”等阵地
资源，开展常态化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比
孩子更忧虑，但在张老师的引导下，
我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转变，适应
了不少。”经常参加张武高“家长学
吧”活动的黄建华家长说。

张洪晖表示，南通被中办、国办
选作“双减”试点，作为全市11个部
门出台20个工作方案之一，妇联构
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教育网络快
速落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工作模
式，初获成效。但真正让孩子们能
充分享受课后幸福时光，“双减”仍
在路上。 本报记者 龚秋瑾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 实习生
张周楠）昨天下午，市市政和园林
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市民巡访团代表
等 20多人，通过现场参观和座谈
会等形式，感受城市建设者以工匠
精神绘就的“景绣通城”。

风景宜人的狼山风景区西北
角，狼山水厂坐落其中。去年 9
月，狼山水厂 60万立方米/日深度
处理工程正式通水运行，标志着市
区及区域供水实现深度处理全覆
盖。至此，区域居民的饮用水实现
了从“合格水”向“优质水”的提升
转变。狼山水厂厂长管卫国介绍
了“臭氧+向上流生物活性炭”改造
工艺，让市民代表实地了解居民饮
用水从何而来。

唐闸公园内，各色精品菊花傲
立枝头风姿绰约，代表们边走边

拍。此次不仅参展单位增加到 14
个，还加入了市民斗菊等特色项
目，以菊造景，以花为媒，在推进建
设生态园林城市的过程中，使市民
收获感、体验感满满。

近年来，市市政和园林局大力
实施“102030”交通畅通工程，路网
结构级配趋于合理，南通在高德
地图发布的全国主要 50城“交通
健康指数”中蝉联冠军。市区建
成区绿地率达 40.64%，绿化覆盖
率达 43.2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全省第二。

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市政和园
林局局长汤葱葱与市民代表面对
面交流，现场解答群众关切问题，
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代表们纷
纷表示，开放日活动搭建了部门与
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社会各界
更加支持了解市政园林工作。

本报讯 （记者蒋娇娇）南通
滨江片区配套义务教育学校规划
建设有了新进展。昨日，记者从
市城建集团获悉，三所中小学列
入建设计划，并分别明确了联合办
学单位。

根据《南通市主城区中小学布
局规划（2012-2020）》，滨江及周边
片区范围内配建滨江初级中学（规
划名）、滨江小学（规划名）及临江
小学（规划名）3所学校。

市政府关于推进滨江片区学
校规划建设专题会议明确，滨江初
级中学（规划名）项目建设周期为
2021-2023年，2021年底前完成立
项、征地及项目建设的报批手续，

2023年实现秋季开学，该学校与启
秀中学实施联合办学，由启秀中学
安排相关管理人员，参与项目整体
建设。滨江小学（规划名）和临江
小学（规划名）原则上项目建设周
期与滨江初级中学（规划名）一致，
2023年实现秋季开学。滨江小学
（规划名）由通师二附联合办学，临
江小学（规划名）由通师一附联合
办学，通师一附、通师二附安排相
关管理人员参与项目整体建设。

据了解，这三所学校的建设将
统筹考虑学校周边交通条件、地下
空间利用等因素，配设地下停车接
送系统，缓解上下学时段周边道路
交通压力。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张倩）3
日，港航如皋分中心在连申线如皋水上服
务区安装 9台电动车专用充电设施，解决
泊区船民电动车充电难问题，将“为民办实
事”工作落到实处。

船民上岸后，大多用自己的电动车作
为外出交通工具。由于服务区缺乏专用的
电动车充电设施，常常出现私拉乱接、违规
使用船舶岸电充电等现象，不仅影响锚泊
地管理，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为切实解决船民电动车充电难问题，
保障船民出行需求，如皋港航分中心经过
充分的现场勘察、讨论研究，决定在锚泊地
东侧设置电动车充电区域，安装 9台电动
车专用充电设施。船民只需扫码支付 1
元，便可充电6小时。据悉，如皋分中心还
将在电动车充电区域加装车棚。

今年以来，如皋分中心多次在水上服
务区开展船民座谈交流，倾听船民心声，
收集意见和建议，主动回应船民的关切和
期盼，聚焦“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推进 4
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为船民办实事解
难题，不断增强船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南通滨江片区将新建3所中小学
联合办学单位均已明确

市市政和园林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市民实地感受“景绣通城”

本报讯（记者刘璐）“如东地
区受极端天气影响，造成电力杆塔
倒伏、线路断线，如东地区全网减
供负荷达到32%以上……”3日，如
东县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
练，县政府根据《如东县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大面积停电
Ⅲ级响应，处置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急指挥部、供电公司、应急管理局、
公安局等部门有序开展各项紧急
处置。

本次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实战
演练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按照
预警预防、启动响应、综合响应与

处置救援、响应结束四个阶段进
行。主要项目设置有如东县人民
医院停电救援、自来水公司停电救
援、危化品企业停电处置、重要供
能企业停电处置等，基本涵盖了所
有公共服务设施和重点保障企业
用户，考虑到最极端情况下的应急
处置方案。

演练检验了大面积停电应急
状态下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重点
行业企业之间的指挥、协调、配合
能力，有效促进全县应急管理工作
由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防御，促使
应急联动机制不断完善。

极端天气导致大面积停电

如东开展应对性应急演练

市妇联精准排摸，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教育网络——

凝聚教育合力 共促学生成长

破解船民电动车充电难问题

如皋水上服务区
9台充电设施上岗

昨日，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崇川区青少年劳动教育现场观摩会在幸福街道飞悦农业举行，孩
子们在蔬菜大棚学习栽菜、体验干农活。活动旨在进一步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从小养成爱劳
动的习惯。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