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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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碧林湾22幢107室（不含室内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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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万元，保证金：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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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万元，保证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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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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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东大城市花园1幢 102、105、
10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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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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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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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13日

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2022年4月20日通州

湾自然资规出告网（2022）第6号中的TC22004

号（黄河路南、北一干河西、团结河北侧地块三），

因出让条件发生变化终止挂牌出让。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关于TC22004地块挂牌出让的终止公告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2022年5月13日

通州湾自然资规出告网（2022）第8号

线上办理
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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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崇川区强安冷冻食品批发部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3206020063398，
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海启饭店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海启饭店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 江 瑞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T320739289，声明作废。

▲黄可馨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0321070234，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教育体育局遗失通师二
附东校区新建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
本）”，编号：NTF-20100103，声明作废。

▲陈鹤飞户遗失南通市港闸区房屋搬迁
评估报告，项目名称：疏航桥新村13.14幢危旧
房改造搬迁工程，评估报告编号：苏莲估
【2017】字SHQ第011号，声明作废。

▲陈鹤飞遗失与港闸区唐闸镇街办事处
签订的港闸区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
号：0004869，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
5月13日在《南通日报》刊登的江苏中外

通运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减资公告中，公
司名称“江苏中外通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注
册号320600400029058）”更正为“江苏中外
通运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6006907817634）”，特此声明。

坐落于如东县栟茶镇茗海社区医院东巷的二小

间建筑面积为38.69㎡的平房，在2019年1月列入如

东县栟茶镇旧镇区改造房屋征收二期工程范围。该

房屋经查询、走访无法确认所有权人，且长期无人居

住，已无门窗，屋顶损坏严重濒临倒塌。现通知上述

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与本

机关联系商谈征收补偿安置事宜。逾期本机关将上

述房屋作无主房处理。

寻找房屋所有权人公告

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3日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初心如磐。
昨日，我市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回顾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
史，展望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动员全
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以昂扬奋斗之志、激发奋
进之势、汇聚奋发之力，积极投身“强富
美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
明天。南通青年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
斗，坚持与时代同行，与南通共进，以实
际行动勇立潮头、引领风尚，谱写了壮
美的“青春之歌”。座谈会上，团市委书
记吴冰冰和 7位优秀青年代表踊跃发
言，谈认识、谈体会、谈举措。市委书记
王晖与大家深入交流，深情寄语。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站在百年再
出发的历史节点上，南通共青团将进一
步聚焦中心大局，紧抓主责主业，切实
从思想上引领青年，在实践中凝聚青
年，于关键处服务青年，竭尽所能把新
时代南通青年培养成为堪当重任的时
代新人，为南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吴
冰冰表示，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培养、
锻造让人迎面感受到先进模范的团员
青年、清澈纯粹的团青干部和忠诚先进
的团青组织，团结动员广大青年听党指
挥、跟党奋斗，不断坚定志气、坚强骨

气、坚实底气，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青春誓言和“一起向未来”的奋进姿
态，投身“强富美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努
力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好成绩。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这
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中天科技集团
总裁薛驰说，南通“强富美高”现代化建
设的美好蓝图，需要更多的青年企业家
接续奋斗。作为新时代的一名青年企
业家，他将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之
志，将“个人梦”“事业梦”和“南通梦”

“中国梦”紧密融合，坚守实业，做大做
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团结带
领中天科技的青年创新力量，向一个个
科技前沿、向新的创新“无人区”奋进，
在新赛道上争当奔跑者，跑出新高度，
跑出“加速度”。

梦想有多高远，天地就有多辽阔。
2006年，张新峰远赴德国留学，那时就
下定了“把技术学扎实，填补国家产业
短板，使中国走出该领域长期被技术封
锁的困境，助力家乡产业升级”的决
心。2018年，他回到家乡如皋创办江苏
卓远半导体有限公司，创业四年来，他
始终坚守着最初的梦想。作为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作为市青商会的一员，张
新峰表示，将在科技攻关岗位上努力拼
搏，在接续奋斗中成就青春之我。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团员青年的

身影。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社区干部、团员青年不顾安
危、冲锋在前、昼夜坚守，为筑牢社区防
疫屏障展现青春作为，这让亲身经历的
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团支部书记肖潇格
外感动、难以忘怀。“一百年前，无数青
年先锋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如
今，时代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她
说，在疫情大考的战役中、在国家发展
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肩上担子不能
减，脚下步子不能慢，要把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是乡村
焕发新生的关键所在。“当初有人不解
地问我，你好不容易离开了农村，为什
么还要回来？我的根在这里，广阔农村
大有可为。”如皋市福欣家庭农场的80后
农场主杨镇华说，作为农村青年创业创新
联盟的带头人，他将更加深入基层一线，
投身三农，用农业的新理念、新知识来带
动更多父老乡亲通过农业发家致富，把青
春书写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大地上。

4岁开始跟着长辈学习，经过14年
苦练，成为家族中唯一的女传承人、全
国最年轻的非遗撕纸传承人。她又把
撕纸纳入高校课程，带领青年学生弘扬
传统文化。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
计系专职教师翟天麟说，作为教师，她
一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作为非遗传承人，将继续奋力前行，
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到五湖四海，用实际行动号召当代年
轻人弘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青团
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新时
代的广大共青团员，要努力成为行业骨
干、青年先锋，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我就要做那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
贡献，实现自我价值，让人生闪闪发
光。”傅泽勋，从装配车间的学徒做起，
一步步成长为江苏工匠、江苏省乡土人
才“三带”能手、亚振家居国家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主教练。他说，作为新时代
青年，要把“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作
为自己的职业追求，以青春之名传承和
弘扬好“工匠精神”。

“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绽放绚丽之花。”南通大学文学院研
二学生、第 21届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
团长钱颖科不断继承和弘扬扶危济困、
大爱奉献的“莫文隋”精神，前往青海贵
德支教一年，让“莫文隋”精神在 3000
米高原花开不败。她表示，作为一名共
青团员，一定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
谆教诲，刻苦学习、锐意进取，为将来扎
根祖国广袤热土挥洒光和热做好充分
的知识和能力储备。

本报记者 卢兆欣

在儒家文化中“强毅”是士人应具有的意志品质，
“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一个儒者要有远大的抱负，同时还要有顽强的意
志、坚忍的毅力。“力行”同样是士人的一种优良品质，是
传统文化中重视实践、勇于探索精神的表达。“君子欲讷
于言而敏于行。”任何理想、目标的实现，不能靠空口大
言，以顽强之毅力不懈奋斗才是走向成功法宝。

“强毅力行”是南通江海文化的传统基质。南通的
地理形成有数千年的历史，远古先民一次次会集于长江
口新陆沙洲，他们面对江潮海飓、蛮荒僻壤屡覆屡兴、百
折不回，恶劣和危险的环境塑造起他们意志坚韧、自强
不息的品性，他们奋力开拓，辟斥卤而为膏壤，变沧海而
为桑田，逐渐使南通一带成为“望县”“福地”。

在中华民族最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以张謇为代表的
南通先贤开展了实业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不同于腐儒
空谈、清流议政，张謇将他的理想和主张付诸行动。他们
大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文化，实施“地方自治”，
以大生纺织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土布业、
植棉业紧密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联进效应”，地方经济崛
起，南通由此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

张謇具有与一般工商业者不同身份特质，他是从士
人身份转化为民族企业家的，他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
陶，具有传统士大夫中优秀分子的高尚品质，那就是“以
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个状元，张謇的“下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
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的那
种“述而不作”“坐而论道”弱点，崇尚“实干兴邦”新理念。

在此进程中，“一代儒商”张謇对江海文化的传统基
因进行了凝练提升，注入儒家优秀品格和现代工商理
念，形成南通企业家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强毅力行”
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内涵，此语出自张謇1911年在北京商
业学校的演讲中：“人患无志，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
耳，成就之大小，虽亦视乎材能境遇及其他种种关系，然
果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无论成就大小，断不至毫无所
成。”对于这些未来的工商人才，张謇最希望他们拥有的
是立定志向、强毅力行的精神。

近代以来，南通工商精英胸怀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
儒家情愫，抱定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现实志向，以坚忍不
拔的毅力和奋勇开拓的精神，勠力践行自己的理想。“以强
毅之力行其志”是南通企业家走向成功的法门，这种精神
不仅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伟业，也凝聚成一种企业家
精神，并走出了南通，影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作者系民盟南通市委副主委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青年代表抒发了与时代共奋
进、与南通共发展的美好情怀——

传承百年荣光 续写时代华章 强毅力行的实干精神
□赵明远

勇于追梦 奋力奔跑
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上接A1版）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

未来。王晖强调，全市各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四个始终
成为”的要求，以争创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为抓
手，进一步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把广大青年的心
同党紧紧联系在一起。广大团干部要筑牢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争当让党放心、让青年满意的合格青年工作者。
各级党组织要围绕市党代会提出的“建设青年和人才友
好型城市”目标，坚持党对团的领导，落实好党建带团建
制度机制，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支持团组织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千方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社会
各界要共同关心帮助青年成长，为广大青年营造更好发
展环境、创造更多出彩机会。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封春晴主持会议。市委常委、
秘书长王洪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沈红星，市政协副
主席金元参加会议。团市委负责同志和薛驰、张新峰、肖
潇、杨镇华、翟天麟、傅泽勋、钱颖科等青年代表发言。

在新征程上跑出当代青年最好成绩

（上接A1版）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这场“大战大考”，正是青年理想信念、意
志品质、能力水平的锤炼场、试金石，为青年激扬才智、
挥洒汗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舞台。广大青年要按照中
央要求和省、市委部署，坚定信心、担当作为，在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安全稳定等各个领域挑重担、冲在前，为实
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贡献青春力
量。相信一大批青年才俊将百炼成钢，成为我市各条战
线的中坚力量，成为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骨干栋梁。

最激昂是少年志，最闪耀是追梦人。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在于青年。在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
现代化篇章的新征程上，当代南通青年定会牢记嘱托、
一往无前，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青春的能动力
和创造力跑出“加速度”、赛出好成绩，谱写新时代青春
之歌。

（上接A1版）要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研究制定有
力举措，确保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会议讨论了《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持续
深入攻坚，按照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要求，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等保卫战。要抓好问题整改，深
入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确保按期销号验收。

会议讨论了《南通市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会议强调，
要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认清这
项工作的长期性、困难性，聚焦重点、精准施策，不断
推动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新成效。要科学有序推
进，分层次、分阶段科学制定目标，持续推进“三定一
督”管理。要加强督查评比，定期通报考评结果，层
层传导工作压力。要积极开展“小手拉大手”等各类
宣传活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形成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

理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大型群众性
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监管水平，全力维护社会治安
秩序和公共安全。要按照“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
专业化运作”的要求，严格落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责任，明确任务分工，形成齐抓共管、责任共担
的良好局面。

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沿海海上活动安全管理
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督促相关企业、单位落
实海上活动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海上群众性活动秩
序。要开展违规整治，确保“三无船舶”动态清零、非
法活动全面压降。要提高预警能力，优化沿海观测
站网布局，提升沿海气象、海洋信息实时化监控效
能。要强化协作联动，加强与邻近沿海城市海上救
援和安全管理合作，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南通发放全省工信系统
首张电子通行证

本报讯（记者陈可）“感谢你们精
准服务，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在领
到全省工信系统首张电子版跨省通行
证后，12日，丝路咖精机（南通）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来到南通开发区经发
局，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5月 11日 20:23，在市工信局的指
导下，南通开发区经发局反复研究、对
接沟通，为丝路咖精机（南通）有限公
司成功办理了至上海市奉贤区的电
子版《江苏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证》。这也是全省工信系统第一
张电子版跨省通行证，标志着全省
统一的《通行证》线上办理平台试运
行成功。

4月 25日，江苏省正式启用全国
统一式样《通行证》。政策发布后，南
通开发区第一时间响应，截至目前已
累计发放近百张纸质版省内及跨省通
行证。

开发区首张电子版通行证的成功
发放，验证了该系统线上办理的有效
可行。也正基于此，5月12日，省工信
厅通知各地启动通行证线上办理。各
工业企业可以通过“江苏交通云APP”
（各应用商店下载）服务菜单中“车辆
通行证”栏目进入申请页面进行办理。

昨日，奥托立夫车间内，工人正抓紧生产汽车安全气囊用特种纺织品。奥托立夫是美国500强企业，在全球汽车安全系
统的技术和市场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南通，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汽车安全气囊用特种纺织品等。

钱咸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