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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12月28日10时至2021年12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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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名门28幢
1103室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92万元，保证金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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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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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日 10时至2021年
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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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号
牌为苏FD04657机动车一辆进行公开
司法拍卖。

起拍价 377230 元，保证金 75446
元，增价幅度3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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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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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城北家园 3幢 1707 室、D3幢
B2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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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10时至2021年12月28日10时止，起拍
价：112万元，保证金：11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月13日
10时至2022年1月14日10时止，起拍价：
89.6万元，保证金：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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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1

年 12月 26日 10时至2021年 12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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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新村604幢
303室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61.9万元，保证金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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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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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拍卖南通市世纪东城17幢407室、车库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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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10时至2021年12月28日10时止，起
拍价：126万元，保证金：12.6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月13
日10时至2022年1月14日10时止，起拍
价：100.8万元，保证金：10.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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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1日-3日、7日-10

日、14日-17日、21日-23日、29日-31日，2022

年1月4日-7日、11日-14日、18-21日、25日-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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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网络调整

由恒盛炜达(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尚海湾项目，现就尚海湾CR9050五号地块前期物

业服务招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9日

17 时，详情联系招标人 （秦先生，0513-

85797011）。

物业招标公告

招标人：恒盛炜达（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通 告
因工农南路裤子港桥护坡抢修工程施工需要，为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自

2021年11月26日始至2022年1月28日止，对上述

路段交替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管理措

施。期间，机动车道由双向六车道缩减为四车道。

敬请过往车辆、行人途经施工路段时，注意观察车

道的变化，自觉遵守施工路段交通信号，服从现场交通

管理人员的指挥，有条件的车辆请提前择道绕行。

特此通告

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11月26日

通公交规〔2021〕38号

根据《南通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细则》

（通政发〔2009〕96号）规定，李洪秀等14户家庭申请

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性补贴已初审通过，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11月26日到12月9日。详细情况请到南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性住房信息栏http://fgj.

nantong.gov.cn/ntsfgj/bzxzf/bzxzf.html查询。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南通

市住房保障发展中心（南通市人民中路138号房产交

易大厦2楼）。

南通市市区2021年度
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性补贴审批公示

南通市住房保障发展中心
2021年11月26日

根据《南通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通政规〔2013〕7号）规定，张喆安等20户家庭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已初审通过，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11月26日到12月5日。详细情况请到南通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性住房信息栏http://fgj.

nantong.gov.cn/ntsfgj/bzxzf/bzxzf.htm查询。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南通

市住房保障发展中心（南通市人民中路138号房产

交易大厦2楼）。

南通市市区2021年度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审批公示（四）

南通市住房保障发展中心
2021年11月26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南通市

公安局原副局长、巡视员，享受

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离休干

部陆元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1年11月22日17时09

分不幸逝世，享年91岁。

遵照陆元吉同志生前遗

愿，丧事一切从简，现后事处理

完毕。

特此讣告。

讣告

南通市公安局
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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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办理
请扫码

遗失公告
▲港闸区婕焕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3206110019053，声明作废。
▲ 吴 佳 然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号 码 ：O
320951428，声明作废。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筑服务整治
费发票1份，发票号码：04219139，声明作废。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筑服务工程
款发票1份，发票号码：04217705，声明作废。
▲周元宝遗失与南通市三维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
订的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总建
筑面积：10.4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载定合法用地
面积：24.66平方米，应得补偿：6万元，声明作废。
▲周元宝遗失南通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南通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地块开
发工程，编号：通价事拆评【2004】第W19号，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江苏明悦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20602074697103R)根据2021年
11月24日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16万元人民币
整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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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
担保请求，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资登记。

特此公告！
江苏明悦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公开致歉承诺书
我公司位于海门区常乐镇。2021年9月9

日因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治理设
施未经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
产。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受到环保部门查处。对此，我公司认真
反思，深刻认识到污染治理是每个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现就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
道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认真
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全面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落实污染防治措
施，五个月内落实整改。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市中南裕筑模板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乐
2021年11月25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我公司位于如东县丰利镇新建西路111号，

是一家生产电焊器具的企业。2021年8月31

日，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检查时发
现，我公司存在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违
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被环保部门予以查处。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育指导，我公
司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和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歉，并作出
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
履行企业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二、积极改正违法行为，今后不再擅自进行电
镀生产，在一个月拆除生产设备，妥善处理电镀液；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护如东生态环
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道歉人：南通金烙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雄
2021年11月24日

昨天在高利亭的办公室见到她时，
她正在电脑前忙着做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复评的材料。高利亭三年前来
到南通，目前在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从事质量体系管理工作。

高利亭是天津姑娘，毕业后一直在
北京工作生活，与南通结缘是因为她的
爱人。高利亭的丈夫邵立波如今是空
军某部营级参谋，两人的相识相爱则要
追溯到大学时代。大四那年，高利亭考
入天津大学攻读研究生，邵立波也准备
出国进修。这样的人生轨迹，却在邵立
波得知大学生入伍的政策后发生了改
变。

邵立波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
在部队大院听着战机的轰鸣声长大，参
军报国的种子早已在他的心田生根发
芽。高利亭依稀记得，当男友忐忑地告
诉她想入伍从军时，那一刻她的脑海里

曾涌现出无数问号：去哪当兵？当多
久？长期异地怎么办？结了婚有了孩
子怎么办？“但我心里明白，参军是他梦
之所向，报国是他心之所往。作为伴
侣，我不愿做他的绊脚石；作为中华儿
女，我不能愧对祖国的养育和栽培。”冷
静之后她对邵立波说：“放心吧，我会全
心全意支持你。”

彼时，高利亭只想“爱他所爱，成全
他的人生”。直到 7年前，二人结束恋
爱长跑步入婚姻殿堂，她才开始慢慢理
解“军嫂”的真正内涵。

爱人长期在外地驻训，当爱人守卫
国家的时候，高利亭便默默承担起守护
小家的责任。安置新家时，她独自一人
看房选房，查找和多方咨询交易信息，
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半个“房产中
介”。新婚不久，公公被诊断出再生障
碍性贫血，老人生活在南通，高利亭工
作在北京，丈夫又回不去。她只能北京
南通两头跑，每周五南下乘火车回南
通，周日再北上回北京上班，把火车坐
成了“公交车”、把医院跑成了“便利
店”。临近预产期，爱人承担了新训任
务，无法及时赶回。孩子脐带绕颈二

圈，婆婆在旁边急得团团转。她却一边
忍痛安慰婆婆，一边强作镇定，跟医生
沟通顺产的风险可控性。

高利亭研究生就读于天津大学化
工学院，师从新能源领域的领军人唐致
远老师。读研期间，她独立研发的高安
全性电极材料获得 3项国家发明专利，
并发表 1篇 SCI论文。毕业后，她进入
中信集团研究中心，所在团队研发的电
极材料广泛应用于苹果、华为、比亚迪
等一线品牌。新能源产业是国家“十
四五”时期发展的重点，一直立足岗位
争先创优的高利亭本能在这个领域有
一番更大作为。可就在她潜心钻研锂
电池时，却收到了丈夫工作调动的消
息。不是没有挣扎动摇，但为了支持丈
夫从军报国的梦想，她再次选择了牺
牲，毅然辞职从北京来到南通。

质检所的新工作，对专业不对口
的高利亭来说，意味着“从零出发”。
她从一线开始锻炼，一点点研读标准，
一步步熟悉准则，逐渐从门外汉成长
为所精兵。去年，她在市场部从事监
督抽查工作，一年里几乎都在往县
（市）区跑，甚至还要到全国各地出

差。她也都克服了家里有老有小的困
难，咬牙坚持了下来。疫情期间，更是
担当尽责、冲在一线，为保障我市防疫
物资的质量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被评为“江海战疫党旗扬，市监卫士勇
担当”优秀共产党员。

与爱人相识十五年，高利亭早已习
惯了聚少离多、期归不归的生活，也习
惯了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爱人属于
部队属于国家，我不能让小家的事去影
响他在部队的工作。”携老扶幼，操持家
务……就这样，她默默地坚持了下来，
用实际行动为爱人撑起了半边天。有
了妻子的支持鼓励作为坚强后盾，邵立
波也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先后被评为
优秀基层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并荣
获三等功一次。

每次去部队探亲，高利亭总能听到
一声声亲切的“嫂子”，而她也逐渐真正
懂得这一声“嫂子”背后的含义。军嫂，
意味着付出，意味着牺牲，更意味着修
大爱之心，践大德之行。军嫂人生，甜
蜜伴着辛苦，温馨伴着委屈。“但我始终
坚信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王玮丽

本报讯（记者张亮）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因电力抢修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和施工顺利，本周五（2021年11月26日22时）至下周
一（11月29日6时），濠西路（人民路至万象路）南往北
实行单向封闭施工。机动车南往北禁止通行，非机动
车和行人正常通行。

交警部门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观察施工路段
交通标志标线的变化，自觉遵守施工路段交通信号。
禁限机动车请从孩儿巷北路、外环西路等道路绕行。

本报讯（记者周朝晖 俞慧娟 实习生吴迪）24日，由南通大境
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旗鱼”智能主动式溺水预警系统正式定型并
投入运用，该产品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填补防溺水预警系
统相关领域空白并创下国内唯一。

南通市120急救中心救护人员介绍，溺水后30秒至1分钟内是
最轻度、最容易救治阶段。但因溺水初期表现较为隐蔽，极易出现
溺水者被救时已错过抢救“黄金时间”。专业救生员也证实，业内长
期苦于没有一种有效手段消除安全隐患。

南通大境科技一直在尝试协助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主创人
员夏金春领衔的科研团队针对老式产品弱点和不足，经过一年多不
断摸索、反复试验，彻底破解游泳者姿态判断难、信号水下发射难两
个“拦路虎”，以先进的水下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核
心，同时推出轻便小巧、便于佩戴的“智能手环”，最终成功研发“旗
鱼”智能主动式溺水预警系统。据悉，该系统拥有独家商标注册权，
产品生产由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负责完成，质量和
工艺水平达到军工标准。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24日，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与南通市大数据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轨道交
通智慧出行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将为南通轨道交通
开启移动支付过闸，实现无现金、无票卡便利乘车。

智慧出行项目是在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领
域，通过互联网云购票、二维码扫码、NFC支付等移动
支付手段实现过闸进出站。未来，乘客只需一部智能
手机，就能畅行南通轨道交通，解决了乘客兑换零钱、
忘带现金或乘车卡、排队等候购票等问题。

此次合作是顺应移动支付时代的发展趋势，将提
高资源共享水平，助力城市轨道交通向数据化、智能
化、互动化方向发展。

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高利亭：

毅然撑起半边天，支持爱人从军报国梦

协力破解世界性难题 专利产品军工标准

南通“旗鱼”防溺水系统创国内唯一

昨天，通
州五接镇“开
沙岛”上的南
通洲际梦幻
岛池杉林五
彩斑斓，展现
出冬日里“醉
美”风景。

记者 许
丛军摄

26日22时至29日6时

濠西路（人民路至万象路）
南往北机动车禁行

手机移动支付便利乘车
轨道公司签署智慧出行项目

本报讯（记者黄海）记者昨天从启东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了解到，启东中医院将进行整体搬迁，新址位于科
创路东侧、世纪大道南侧、林洋路西侧，总面积约136亩。

启东中医院现址位于启东市区紫薇路北侧、公园
路西侧，占地约32亩，建筑面积51430平方米，核编床
位500张，存在医疗用房严重不足，床位扩张无空间，
建筑密度大、绿化面积不足、停车难等问题。目前，启
东人民医院、中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和城区医院等优
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启东老城区，医疗卫生设施过于
密集，加剧了老城区交通拥堵，医疗资源不均衡现象
也十分突出。因此，启东中医院整体搬迁有助于进一
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启东中医院将整体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