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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有效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提
升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决定对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实
施限制通行措施，具体事项通告
如下：

一、限制通行车辆。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含专项
作业车、半挂牵引车）。

二、限制通行范围。南通市主
城区范围内，由“越江路（通沙汽渡
起点）—长江北路—城北大道—工
农北路—幸余路—通京大道—江

海大道—通盛大道—通沪大道—
东方大道（通常汽渡起点）—长江
岸线”围合区域（不含上述围合道
路和境内高速公路）。

三、限制通行时间。全天24
小时。

四、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处罚。

五、本通告自2022年 4月 1
日起施行。

各县（市）可以参照本通告发
布本区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
油货车通行管理方案。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2日

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的通告
通政规〔2022〕1号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柴油货车限制通行范围示意图柴油货车限制通行范围示意图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2
月7日10时至2022年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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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拍卖启东市吕四港镇鹭园公寓A幢101号、
102号、103号、104号门面，不动产权证号分
别为：050827，启国用（2010）3403；050828，
启国用（2010）3402；050829，启国用（2010）
3650；050830，启国用（2010）3651，证载房屋
建筑面积分别为47.17平方米、39.07平方米、
39.07平方米、47.17平方米。市场价（议价）:
1258300元,起拍价：88.1万元，保证金: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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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0647021、
18217158980、4009288512。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2年1月5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 10:00-2 月 15 日
10:00(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户名: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f.taobao.com/0513/06)拍卖
(一拍):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杜路
1000弄33号1-3层不动产;协议价为
1200万元，一拍起拍价为960万元，保
证金为192万元，增价幅度为5万元及
其整数倍。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
续。

承租人、共有人等具有优先购买权
人及时向本院申报，未向本院申报并参
与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联系人:孙法官，电话: 0513-
68506485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月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公告
▲南通开发区启航青年发展中

心遗失企业法人代码本正本，代码：
52320690MJ6956715M，声明作废。

▲张亚菊遗失南通市国有直管公
房租赁证，户号:302084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南通市恒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600MA1X7KMNXA) 根 据
2022年1月10日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1001万元人民币整减少至
50万元人民币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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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恒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从如东鑫磊滩涂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到江苏滩涂馆馆长，周士辉近 50年
的人生轨迹都与海洋滩涂联系在一起。
创办全国首家以滩涂为主题的科普教育
展览馆——江苏滩涂馆，组织资深的教
育专家编撰全国首部以滩涂为主题的地
方性中小学教材——《江苏沿海滩
涂》……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保护滩涂
的使命，先后获评中国海洋“亲海使者”、
南通市“最美退役军人”、国家自然资源
部“2019年度中国海洋人物”等。

周士辉说：“守护好滩涂，做好海洋滩
涂文化的‘摆渡人’，就是我最重要的使命。”

儿时梦成真 部队获锤炼

1974年1月1日，周士辉出生在如东
一个普通渔民家庭。穿上军装、承担起保
家卫国的重任，是很多男孩子心中的梦想，
周士辉也不例外。1991年，高中毕业的周
士辉在看到征兵公告后便毅然报了名，成
为了苏州某武警部队的一名消防兵。

周士辉在“稍息、立正、齐步走”中，正
式开启了他的新兵生活，并迅速适应了部
队的节奏，加之训练刻苦，他很快在新兵
中脱颖而出，下连队半年就提了副班长。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现在回

想起来，当时的一些紧急出动情景仍历
历在目。”周士辉说，有一次接到警报，一
居民家厨房内着火，他们赶到现场时，屋
内浓烟滚滚，火苗四蹿，煤气罐不断有明
火蹿出，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性，情况十
分危急。谁都没有迟疑，他和战友们立
即冲进厨房，用湿毛巾将着火的煤气罐
拉出来，迅速关上阀门，并将煤气罐转移
至安全地点，现场无人员伤亡。

“三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我的意
志，让我在面对困难时更添一份从容。”
周士辉坦言，部队生活赋予他的那股钻
劲、韧劲，对他后期的创业，乃至以后的
人生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发展水产养殖 带动农户致富

1994年从部队退役后，周士辉帮助
父亲经营海产品养殖公司。2004年，周
士辉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他肩上的担子一
下变重了许多，“这片滩涂，是我们一家几
代人奋斗的地方。父亲临终前嘱托我一
定要保护好滩涂，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
的基础。”2009年，如东县大豫镇招商引
资，进行沿海大开发，周士辉果断地抓住
时代机遇，创办江苏如东鑫磊滩涂开发有
限公司，实现海产品育苗、养殖、加工和销

售一条龙服务。多年来，公司累计投入达
5亿元，发展滩涂养殖面积1.4万亩，成为
江苏地区沿海开发的龙头企业。

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周士
辉积极发挥公司产业优势，带动周边农
户从事水产养殖业，实现增收致富，“我
生在海边，长在海里，从事水产养殖，不
仅仅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梦想，更想帮助
身边的乡亲脱贫致富。”

周士辉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
的。针对公司的养殖户，周士辉提供资
金技术双扶持。面对部分养殖户资金短
缺的情况，公司提供无息借贷。此外，他
还邀请相关专家不定期对养殖户进行技
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学习掌握养殖知
识。目前，周士辉已带动周边 1000多户
农民增收致富，每户的平均年收入达到
了30万元以上。

创办滩涂馆 传承海洋文化

“小时候，潮水退去，各类鱼虾贝壳
等海洋生物就会留在浅滩上，滩涂就成
了我们的‘海洋乐园’。可现在，就连贝
壳这类海边最稀松平常的物件都不多见
了。”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如何守
护这珍贵的滩涂资源也成了周士辉心底

的一件大事。
一次，在国外参观海洋贝类展览馆

时，周士辉灵机一动：为何不利用如东丰
富的海域滩涂资源，创办一家滩涂馆，唤
醒人们对滩涂的保护意识呢？

2017年 7月 22日，全国首家以滩涂
为主题的科学普及教育展览馆——江苏
滩涂馆正式对外开放。滩涂馆由滩涂开
发、科普知识等四个分馆组成，展馆中陈
列的图片、视频、模型等，生动形象地展示
了沿海滩涂的景观、资源、文化、历史等。

为进一步推动海洋滩涂文化的传播，
周士辉以滩涂教材为载体，培育广大青少
年的环保意识。“我们组织资深教育专家
编写的《江苏沿海滩涂》已经出版了，这是
全国首部以滩涂为主题的地方性中小学
教材。”周士辉说，接下来，他还将邀请专
业人士编写相关的初高中科普读物，有力
推动海洋滩涂保护知识的普及。

本报记者 龚秋瑾

本报讯（记者张烨）昨天，南通市地方性法规宣
传贯彻专项履职评议报告会召开，首次对职能部门的
地方性法规宣传贯彻工作进行集中评议，总结交流南
通市地方性法规宣传贯彻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葛玉琴出席
会议并讲话。

自2015年我市获地方立法权以来，市人大及常委
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先后出
台13部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各相关
部门认真履行地方性法规普法责任，普法责任意识不
断增强，压力传导不断深化，宣贯力度不断加大，工作
成效不断显现。

葛玉琴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宣传贯彻地方性法规的责任意识；发挥职能作用，做
好地方性法规宣传贯彻的融入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宣传贯彻地方性法规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记者张烨）昨天，全市老干部工作情况
通报会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报告厅举行，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老干部工作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精神，通报2021年全市老
干部工作情况和2022年思路举措。

去年，全市老干部系统高标准推进“六有一提升”
“银发生辉·心耀江海”“服务保障”“红色基因传承”“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五项工程，高质量实施“党建质量提
升”“银发志愿服务”“精准关心关爱”“立德树人”“素能
拓展”五大行动，相关工作得到中组部老干部局肯定。
今年我市老干部系统将锚定老干部工作“五大行动深
化年”的目标任务，扎实做好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作
用发挥、服务管理、红色基因传承、自身建设各项工作。

会上还向老同志介绍了“心耀江海”南通老干部
APP功能和应用知识，并听取了关于老干部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昨天下午，
2022年全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
市在南通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
结束后，我市召开 2022年全市春运工
作会议，安排部署春运工作。

今年春运从 1月 17日开始到 2月

25日结束，共计40天。经预测，2022年
我市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 162万人次，
比 2021年增长 22%，其中公路发送量
略有增长，约 64万人次；铁路发送量增
长 40%，约 85万人次；民航发送量增长
30%，约13万人次。

会议指出，今年春运面临疫情防控
和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的双重
压力，不确定性很强，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始终抓牢
春运疫情防控工作；多措并举，切实保
障春运工作平稳有序，要全力以赴保供

给、保畅通、保服务；强化应急，全力做
好各类风险防范应对，完善应急预案、
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安全运行，共同做
好春运各项安全和运行保障工作，为全
市人民欢度新春佳节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本报讯 （记者张亮 通讯员朱江
奇）2022年春运即将拉开大幕。记者
昨天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获
悉，全市各级各部门已成立 12 个联
合检查组，将于 1月 17日春运启动前
完成全市 215 家公路客运、旅游客
运、危化品等重点运输企业首轮安全

检查。
1 月 12 日，市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教育局三部门联合召开了 2022年
全市春运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监管工作
动员部署会，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部署推进春运期间道路交
通安全源头监管重点工作，并与重点

运输企业安全负责人签订了《道路交
通安全责任状》。各县（市、区）交警大
队、市区重点运输企业安全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根据会议部署，全市各级公安交
警、交通运输、教育部门将紧紧围绕治
隐患、防风险、压事故、保平安，聚焦主

责主业，全面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
责任，强化管控措施。目前，市车管所
已完成全市 12000余名参加春运的重
点车辆驾驶人背景资质审核。全市
215家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等
重点运输企业，春运前将接受第一轮
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获
悉，2021年，市财政局对涉及产业转型、城市建设、“六
保”“六稳”等多个领域的7个专项资金（政策）、2个城
建交通项目和2个预算单位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
涉及财政资金139亿元，进一步加强了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了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在绩效评价实施过程中，市财政局构建了财政部
门-第三方机构-被评价单位“绩效评价共同体”，三方
深度参与融合，确保评价质量。在绩效评价阶段性论
证中，市财政局充分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成立专家
组从多个角度论证验收，提出完善修改建议，严格把
控评价质量，并形成最终评价报告。10份绩效评价报
告中，共提出建议47项，对促进部门单位进一步规范
管理、强化履职、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接下来，市财政局将继续深入贯彻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立足提质增效，突出改革创新，
优化评价模式，不断提升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任德国）记者昨天从相
关部门获悉，《南通市美丽农村路建设规范》正式出台，该
规范为全省第一部美丽农村路建设市级地方标准。

我市在 2021年在全省率先提出美丽农村路建设
概念，并成功创建成 31条首批美丽农村路，2022年，
市公路部门再次自我加压，在成功出台首部地方标准
的基础上，计划再建50条美丽农村路，逐步实现镇镇
都有美丽农村路。

《南通市美丽农村路建设规范》总共分两部分：建
设要求和评价要求。建设要求分11个方面，分别对建
设标准、绿化设计、管养要求、路域环境、“农村公路+”
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出明确标准；评价要求按照科学
化、定量化、可操作性三个方面原则，从基本要求、评
价标准、评价等级进行了指标分解，为下一步美丽农
村路建设和验收提供支撑。

预计发送旅客162万人次

我市全力打造平安温情春运

春运即将启幕215家重点运输企业接受首轮安全检查

江苏如东鑫磊滩涂开发有限公司周士辉：

做好海洋滩涂文化的“摆渡人”

我市召开地方性法规宣传贯彻专

项履职评议报告会

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实施效果

（上接A1版）要深入推进实施，增强组织自觉，把开展
“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为常抓
不懈的重要工作，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开门整
风，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姜永华，副主任董正
超、黄卫成、葛玉琴，党组成员陈勇、沈红星出席会
议。秘书长杨扬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实施方案》作了说明。

推进五项工程 实施五大行动
我市召开老干部工作情况通报会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市财政局对多个领域开展绩效评价

我市出台美丽农村路建设规范
为全省首部市级地方标准

狠抓作风提升 建设四个机关

昨天，崇川区钟秀
街道文联党建联盟、监
委会、工会来到学田消
防专职救援站开展“福
字春联进警营”活动，
来自贵州、山西等地的
消防战士们因春节值
守不能回家，他们和第
二故乡的“家人们”一
起体验春联福字等民
俗文化，在暖暖家风传
承中迎接新年到来。

记者 黄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