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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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启东市恒大海上威尼斯679幢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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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3日
10时至2022年6月14日10时止，起拍价：
53万元，保证金：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6月30日
10时至2022年7月1日10时止，起拍价：
4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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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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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江苏省如东县岔河镇交通东路30号金
水湾花园25幢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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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3日
10时至2022年6月14日10时止，起拍价：
55.5万元，保证金：6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 6月 30
日 10时至2022年 7月 1日 10时止，起拍
价：44.4万元，保证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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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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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惠泽苑24幢3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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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13
日10时至2022年6月14日10时止，起拍
价：103.4万元，保证金：15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 6月30
日 10时至2022年 7月 1日10时止，起拍
价：82.72万元，保证金：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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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2日

上海明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八达电力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新沂市天缘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通州区三余万弘精密机械厂
江苏烨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州区新世纪外语培训中心

仪征市水利工程总队
宏发翰林府邸物业办公室
通州市鑫龙五金厂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北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卫忠农机专业合作社

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三余砖瓦厂
南通新濠河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南通旭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鼎鑫机器人村投资南通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通州市三余镇通顺砖瓦厂
北兴砖瓦厂
江苏恒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南通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金谷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区北兴桥砖瓦厂
通州市庆丰新灶砖瓦厂

关于电力销户用户未办理电费暂存款退还手续的客户名单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往

来款项管理办法》，我公司

加快退还电力销户用户电

费暂存款。截至 2022年 5
月 13日，尚有下列客户仍

未到供电公司营业厅办理

电费暂存款退还手续。

特此公告！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
2022年5月14日

陈卓祥
瞿鹤亮
陆连冲
张惠兵
周志良
曹珠江
袁永平
印建刚
曹海明
管友生
蔡宝元
姚纯东
陈加明
徐海燕
陈学平
顾雪兵

凡水涛
高振东
曹珠江
樊平
沈慧勇
沈斌
顾亚英
严新新
宋圣东
李龙
纪超
汤卫忠
张正葵
袁维国
沙立芳
黄红兵

邢立新
张汉涛
陆忠
李继明
袁永平
刘正权
袁忠
沈雪初
蒋金彬
金璇琴
王永安
邱训华
唐亚忠
王杰
施文明
陈萍

邢中华
孙卫
张志辉
王振兴
刘银华
曹海明
唐志林
朱卫兵
石允生
纪超
陆春香
吴士良
仇金仁
王亚兰
曹建成
张晓栋

王杰
杨建飞
王为芳
李龙
董兰英
董志冲
蔡立新
赵汉成
茅德康
施春华
袁永平
董延兵
曹海明
聂卫冲
陆卜林
陈春辉

周友松
董延兵
王杰
刘德斌
董延兵
袁永平
郭卫华
姜达康
吴红兵
黄晓益
黄善飞
曹湘德
陈永辉
陆瑛
邵法明
张红兵

俞永标
张达
潘国其
吉汉标
王杰
陆卫东
张汉林
纪超
陈雅娟
居洪新
邱训芝
黄嘉珍
杨学成
李文道
曹卫华
马新

曹立清
黄辉
王杰
王杰
林冠球
顾建忠
张学辉
倪冬华
朱建国
周华
薛德标
王应生
周浩
王杰
王杰
葛汉林

管永兴
袁菊礼
王杰
汤友标
赵向阳
周立芳
樊爱华
纪超
彭红艳
刘明华
曹珠江
蒋克连
单思兵
姜鹤平
文礼霞
李学兵
周文昌

心系百姓安康心系百姓安康 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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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营商环境提升年
活动”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电子证照
归集共享工作，充分发挥电子印章
支撑作用，加快推行审批结果电子
化，市卫健委行政审批窗口以扎实
举措，高效完成了共12种涉及证照
执照类和批文批复类的电子证照归
集工作，为下一步电子证照的全面
共享启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落实汇聚方式。认真核实
纳入第一批电子证照归集制作责任
清单的证照名称，确定证照执照类
的证照汇聚方式均直接使用南通市

电子证照平台录入生成、批文批复
类的全部采用市电子证照系统进行
制发。

二是梳理制作样式。对照文件
要求，详细梳理清单中许可事项的
空白证照底板和实发样式、规格大
小等相关材料，逐个完善电子证照
样式。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为切实最
大限度减少企业和群众的申请材
料，向社会广泛宣传，及时解答公众
疑问，对纳入责任清单的事项，严格
按要求开展电子证照的归集制作和

申请共享使用，加强推进电子证照
在系统内共享调用。

·周利剑·

市卫健委窗口完成电子证照归集工作

日前，经市政府同意，《南通
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南通市
防御台风应急预案》正式印发实
施，以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防灾减灾 任重道远

南通滨江临海，拥有 166公
里江岸线、206公里海岸线，江海
岸线长、水域面积广，又位于南
北气候过渡地带，防汛防台任务
历来十分繁重。市水利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市防办常务副主
任卢建均介绍，现有的防汛抗旱
和防御台风预案在防范应对极
端天气方面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与当前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

今年年初，根据国家、省防办
关于做好防汛抗旱相关预案方案
修订工作的部署及我市实际情
况，市水利局成立预案修订工作

小组，启动《南通市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南通市防御台风应急预
案》修订工作。主要聚焦监测预
警、会商研判、应急响应、转移避
险、抢险救援等关键环节，对现有
预案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并充分
借鉴上海、浙江和省内兄弟市经
验做法，确保新修订的预案上下
衔接，既顺应新时期防灾减灾工
作新理念和新要求，又符合我市
防汛抗旱防台工作实际。

以防为主 预字当先

修订后的《南通市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南通市防御台风应
急预案》总体框架分为总则、组
织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监测预
报和预警、应急响应、保障措施、
后期处置、附则等七章。

明确市防汛抗旱（防御台风）
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职责和组成成
员、应急处置工作组、县（市、区）

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基层防汛抗
旱组织。同时，新增市民政局、南
通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港（港
口）集团有限公司和南通城市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4家单位作为成员
单位。防指成员单位增至34个。

坚持问题导向，结合近年防
汛抗旱防台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细
化完善预警响应措施，更加突出以
防为主、预字当先。针对暴雨、洪
水、台风、风暴潮、干旱等不同类型
预警，规定了分级分部门应采取的
防范措施；合理确定响应启动条
件，重点明确会商研判、应急处
置、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巡查防
守、队伍物资调度、信息报送等环
节，明确灾害应对“谁来做、做什
么、怎么做”等问题，进一步提升
《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预案》明确了各级党委、政

府是本行政区域内防汛抗旱工
作的责任主体，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明确乡镇（街道）、村（社
区）等基层防汛抗旱组织，把洪
涝干旱台风防御工作纳入基层
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网格化管
理作用，确保防灾减灾救灾在基
层无盲区。

市防指组织指挥体系调整
为，由市长任总指挥，常务副市
长和分管水利副市长任常务副
总指挥，联系海事副市长、分管
城建副市长任副总指挥，南通军
分区副司令员、市政府秘书长、
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和市水利
局、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局、南
通海事局局长任指挥，市各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增加
了有关部门配合和衔接机制，确
保信息资源共享、专业优势互
补，形成防灾抗灾合力。

本报记者 卢兆欣

本报讯 （通讯员姜霞 记者王玮
丽）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由
我市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主导起草的
2项国际标准《同轴通信电缆 第11-1部
分：聚乙烯（PE）绝缘半硬电缆空白详细
规范》（IEC61169-11-1:2022）、《同轴通
信电缆 第11部分：聚乙烯（PE）绝缘半
硬电缆分规范》（IEC61169-11:2022）被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式批准发布。

我国聚乙烯（PE）半硬同轴电缆产
量、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全球每年需
求量约350亿美元，国内“十四五”期间
市场每年需求量约800亿元，出口量每
年约 180亿美元。南通地区的半硬同

轴电缆产业在国内有着重要地位。
此次发布的 2项国际标准明确了

聚乙烯（PE）绝缘半硬同轴通信电缆的
材料、结构和性能要求并明确了相应的
试验方法，大部分关键技术指标参考了
我国企业标准。该标准的发布不仅在
国内引领了同轴电缆行业高质量发展，
巩固并提升了我国在同轴电缆领域的
领先地位，同时通过 IEC标准的连接作
用，实现了中国技术与国际技术的有效
接轨，助力我国聚乙烯（PE）绝缘半硬同
轴通信电缆产品走向世界，增强了我国
该类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市场竞
争力。

作风彰显精神，担当成就事业。市
科技局紧扣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机关
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的部署要求，深
化“科创慧通”融合党建服务品牌建设，
深入实施“红旗领航、蓝湾联盟、青稞成
长、橙心先锋、紫竹清风”党建“五彩工
程”，推动全局干部弘扬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在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南通
建设现代化篇章中彰显科技担当。

一是瞄准“高线”狠抓工作落实。
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以

“全面对标融入苏南，进入全省第一方
阵，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为
目标，以建设沿江科创带为统领，以培
育创新型企业为重点，以集聚高端领军
人才为关键，着力抓好年度十大争先进
位指标、十大创新创优工作、十大重点
品牌活动等“三十工程”，奋力打造具有
国际知名度、全国影响力和长三角引领
性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连通“热线”服务创新发展。
将提升作风建设与开展“营商环境提升
年”活动、“招商引资突破年”活动、“厚
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主题教育
统筹推进，总结运用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五走进”等好经验好做
法，建立转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完善

“科技创新30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开展政策“集中宣传月”活动，狠抓科技

政策扎实落地。实施科技服务业繁荣
发展三年行动，建设南通科技大市场，
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全面支撑。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工作”，实行外国专
家来华工作许可“不见面审批”、并联审
批，厚植创新创业沃土。

三是冲在“一线”锤炼一流队伍。
成立重大项目服务、科技惠民、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等9支党员攻坚服务队，建
立重特大项目服务专班，与挂钩项目

“华腾智能装备”成立项目建设临时党
支部，在项目一线、攻坚一线提升业务
能力、磨炼坚强意志。组建7个疫情防
控临时党小组，局全体同志在防疫一线
报到，11 名同志自荐报名到高速卡口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选派 3 名副
科职年轻干部分赴如东县、通州湾、创
新区挂职锻炼，提升基层工作能力。

四是守牢“底线”塑造良好形象。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磨砺“虚怀有
节、高洁坚韧”的紫竹品格。深入开展

“领导率廉、制度守廉、警示促廉、家风
助廉、文化润廉”“五廉”系列活动，一体
构建“三不”机制，提升“三线”意识。从
职权运行、运行流程、防控措施等方面
全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加强对重点处室
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和
法治政府建设，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不断提升行政
效能、规范行政行为。

锤炼过硬作风 彰显科技担当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玉峰

南通企业主导起草
两项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完善响应措施 保障群众安全
——我市防汛抗旱、防御台风两项应急预案印发实施

（上接A1版）强盛农业就是2020
年新成立的南通市蔬菜产业联盟
盟主单位，前段疫情期间，联盟接
到政府部门临时通知，要求筹集
一批蔬菜保供一处紧急封闭的农
贸市场，联盟成员单位积极响应，
短短数小时就调集 500 吨的蔬
菜，填补了市场缺口。

农业产业链条延伸，汇
聚融合发展之力

现代农业要发展，产业链就
要不断延伸，一二三产业更要深
度融合。

6日，海门旺盛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的种植基地内，几匹深色的
高头大马出现在基地空地上，不
远处是跑马场和葡萄、猕猴桃等
温室种植大棚。

“去年，我们和相关方面合
作，引进马匹，每逢节假日，都会
接纳不少游客，改变了单一的水
果种植模式，通过观光休闲娱乐
的方式，来发展现代农业。”公司
负责人叶洪介绍，近年来，亲子

游、科普游、风光生态游愈发火
热，走进乡村走进农业基地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农业休闲功能不
断拓展和完善。

旺盛农场所在的这片土地，
以前是普通的城郊农村地，农业
基础薄弱，村民收入不高。农业
产业示范园建成后，种植基地、拓
展训练基地、赛马场、农家乐、枇
杷园、民宿酒店……吃、住、行、
游、购、娱的现代乡村旅游产业链
条初步形成，望得见绿水环绕，看
得到繁花锦簇，环境更好了，当地
村民收入也提升了。这样的省级
以上休闲农业星级园区，海门已
有19个。2021年，海门从事乡村
旅游经营主体126个，年接待游
客327.65万人次。

农文旅融合是延伸农业产业
链条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现代
农业融合发展的力量源泉。海门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农
业现代化先行区建设中，海门将集
中优势资源打造优质稻米、绿色蔬
果、特经特粮和“海门山羊”4条全

产业链，建设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
基地，加快培育10亿级优势农业
产业集群，进一步推动传统农业与
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融合。

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激
发全域创新动能

“我一直对‘无人农场’模式
很感兴趣，目前正在考察相关项
目。”眼下正要进入收小麦的农忙
时节，合作社内时常机声轰鸣。
在南通市博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涛眼中，在稻麦轮作全
程机械化实现的今天，“无人农
场”应该是他这样的种植大户未
来发展的方向。

“海门将近49.7万亩高标准
农田的成功推进，为现代农业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将来更大规模化
的种植，势必会推动节约化、科学
化乃至无人化的智慧农业发展。”
南通普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万继明心里，同样有一个智慧农
业的蓝图。老家在山东的万继明
来海门从事农业多年，见证了海门

现代农业一步步走下的坚实步伐。
近年来，走智慧农业之路渐

成海门众多农业从业者的共识。
在海门，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90.5%，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19个百分点。“数字农业”蓬
勃发展，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到
67%。省内首个“5G+无人农场”
示范基地也在海门成功打造，并入
选江苏省智能农业百佳案例。

“农业信息化程度高，农业科
技化基础好”，这是海门未来智慧
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因。当地政府
已出台相关政策，加强与国内外大
院大所战略合作，加快农业大数据
平台建设，探索建立乡村振兴发展
基金、农业创业基金等，更深层次
地激发海门全域创新发展动能。

而翻开《省级农业现代化先
行区创建任务清单》，海门还将重
点围绕农业设施化、融合化、园区
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针对现
代农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谋划
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支撑任
务落地。本报记者 丁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