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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7

月30日 10时至2022年 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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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丰花园2幢1204室及地下车库车位133
室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85万元，保证金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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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3日

网络司法变卖公告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6月1日10

时至2022年7月3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如皋市人民法院）对某公司堆放于如皋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的煤炭约8275.08吨（以最终实
际过磅为准）进行司法变卖。

起拍价：2470872元，保证金：494000元，加价幅
度：12300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次为第一轮的变卖，变卖流拍
将进入第二轮拍卖阶段。第二轮：本标的拟进行二次
拍卖一次变卖。第二轮第一次拍卖流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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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卖期开始后，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即可出价，
自第一次出价开始进入24小时竞价程序，其他取得竞买
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竞价程序内以递增出价方式参与竞
买。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司法变卖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如皋市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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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2022年6月23日

遗失公告
▲沈邵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L320067024，声

明作废。

▲张志祥户遗失南通市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评估报告，项目

名称：钟秀西路南、经八路西项目，编号：通大房拆【2019】字第

R-020号，声明作废。

▲南通市通海中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33206120125609，声明作废。

▲赵梓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P320589863，声明作废。

▲陈钱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P32060439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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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川审计关注“核酸检测小屋”建设情况
近日，崇川区审计局在

2022年“同级审”中关注了公共
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情况，为进一步方便市民进行核
酸检测、保障医护人员及市民生
命健康安全提供审计助力。

审计人员重点核实了核酸
采样工作站的采购程序、验收标
准、设置地点和日检测服务量，
查看是否存在闲置、标准不一、
布设不合理等情况。 ·吴璇·

图为审计人员在唐闸镇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看核酸采
样站。

眼下，总投资20亿元的江东电
子材料铜箔二期项目主体厂房已经
顺利封顶，工程进入扫尾阶段。为
确保项目按原计划建成投产，高温
之下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赶进度、
抢工期。

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的江东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铜
制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的
电子铜箔是新能源汽车、以智能手
机为代表的3C行业、储能系统以及
航天等产品电路板、电池的核心材
料，对打破国外行业巨头垄断、推动
国内电子铜箔生产技术意义重大。
去年，公司被认定为市级“专精特新

科技小巨人”企业。
今年，“专精特新”首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这也是南通税务部门一直
关注的企业类型。“去年公司享受研发
费加计扣除额 814.85万元，作为重点
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还享受了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88.27 万
元。”江东电子材料财务负责人冯九兵
算了一笔红利账，“税收红利既是对我
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
将把税收红利转化为持续研发投入的
动力，加大科技攻关，早日打破国外行
业巨头对电子铜箔产品的垄断。”

今年两会以来，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在全国铺开。为精准落实

政策要求，助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茁壮成长，南通税务部门成立工作
专班，线上线下、全方位、全过程靠前
服务、跟踪服务、精准服务，确保企业
第一时间懂政策、会操作、解难题、快
享受。

“5400多万！这么大一笔留抵退
税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账，没
想到第二天就到账了，县税务局的服
务真是周到，办事效率真高，为你们
点赞！”冯九兵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目前我们公司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
期，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一直居高
不下，再加上前期巨额投入，企业资
金压力一直很大，国家出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和税务部门的撑腰鼓劲
让企业吃下了健康发展的‘定心丸’，
我们对二期项目的早日投产获利充满
信心。”

从“小块头”成长为“小巨人”，兄
弟企业江东科技有限公司同样离不开

税务机关的一路护航，被认定为省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能够获此
殊荣，税务干部们功不可没，他们定期
上门送政策，定期为企业‘把脉会诊’、
排忧解难，确保我们能够及时快享各类
税收优惠政策。”江东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唐俊杰动情地说，去年，企业
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额 1488万元。
本月初，税务干部上门辅导企业成功
申请享受了 189万元留抵退税优惠，
这些真金白银全部投入研发生产。“依
靠大规模研发投入，我们去年成功建
立了‘5G智能光纤工厂’项目，一下子
让生产线点检效率提升了 50%，成功
实现了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今
年，在智能工厂建设基础上，我们将开
展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项目，进
一步提升公司智能化水平。”对于未
来，唐俊杰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张亮
本报通讯员 张宇 沈旭军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 通讯员
周峰 鲁宏邦）6月 23日，某工程有
限公司破产案件的管理人登录南通
法院“支云破产”管理系统，线上申
请发放企业留守人员工资及费用。
从前，工资发放需要到银行转账，而
现在，通过该系统就能线上转账，实
时到账。6月 22日，最高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对“支云破产”管理系统
进行了专题推介。

由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研发的
“支云破产”管理系统，是一个方便、
快捷、高效的破产案件信息共享平
台。该系统由破产案件审理平台、
破产案件管理平台、债权人及债务

人平台、“法银”破产资金监管平台四
部分组成，将传统“线下”破产案件办
理流程节点化搬到“线上”，在法院、债
权人、债务人、破产管理协会（破产管
理人）、金融机构之间搭建起互联互通
桥梁。

通过“支云破产”管理系统，债务
人、债权人可以在 PC端或移动端使
用破产案件信息节点查询、线上债权
申报、异议审核、材料信息补充等功
能，并可以网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在
线查看表决事项，表决材料，线上唱
票、表决。此外，“法银”破产资金监
管平台实现了法院与金融机构的专
线对接，法官可实时查询调阅管理人

账户开户信息，全流程追溯资金交易
明细，对大额转账支出进行审批，由
此实现对破产资金使用情况的全方
位监管。

在打破信息系统壁垒的同时，“支
云破产”管理系统也拓展了破产审判
的新局面。2021年，南通全市法院累
计化解破产债权159.4亿余元，妥善安
置职工 4703 人，盘活土地及房产
250.87万平方米，重整引入资金19.59
亿余元。南通一建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案入选 2021江苏法院破产审判
典型案例，成为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地
方支柱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助推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

6月 14日，南通法院破产案件综
合信息管理平台作为典型案例入选
2022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
化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支云
破产”管理系统成功破解了传统线
下审判模式中法院、管理人协会、管
理人、债权人以及债务人间信息不
对称，破产案件审理及破产进程不
透明、纸质卷宗管理难、财产摸查
难、破产企业财产监管存在盲区等
难题，实现破产案件预审查、立案预
警、关联案件一键检索、电子卷宗随
案同步生成等功能，加强了对破产
企业资金流转进行实时监督，切实
维护债权人利益。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实
习生陆薇）23日，团市委与南
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约，
结对共建南通小青马学堂，在
全省首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横向联合、纵向发展工作机
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青年化。

南通小青马学堂立足青少
年群体思想意识新特点和互联
网条件下媒体传播新规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探索朋辈教育
模式，以青少年学生的视角阐
述当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引导青少年坚定“四个自信”，

一步步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据了解，团市委将发挥政治
和组织优势，负责具体推进工作，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人
才和学术优势，负责师资力量协
调、课程设计等工作。主要开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家乡发展、青少年使命担
当、法治、环保、心理健康等相关
主题的学习，让越来越多的青少
年学生置身学校、企事业单位、社
区中间宣讲理论、解读政策，力争
通过三年时间，在全市中小学校
和社区实现全覆盖，将小青马学
堂打造成培养时代新人的摇篮。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23
日下午，市政务服务系统妇女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市政务中心
召开，来自全市市县镇村四级
政务服务系统的百名妇女代表
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产生全市
政务服务系统妇联第一届执行
委员会。

目前，全市政务服务系统
干部职工共有1.8万人，其中女
同胞1.1万多，比例超60%。全
市政务服务系统妇联的成立翻
开了全市政务服务系统妇女工
作发展的新篇章，让全系统妇
女同志从此有了坚强有力、最
可信赖的娘家。

系统妇联将高举旗帜、把
正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引领妇

女，紧密联系妇女工作的特点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对妇女的思
想政治引领贯穿工作全过程；找
准系统妇联工作服务中心大局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团结动员全系
统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政务服务发
展事业，做到组织有号召、妇联有
行动、姐妹齐上阵；带头贯彻落实
党对妇女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
多建反映妇情民意之言、多献利于
妇联工作之策、多办惠及妇女民生
之事，使妇联干部与妇女群众走得
更近、妇联工作与妇女群众贴得更
紧，推动全市政务服务系统妇女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为打造省内领
先、国内一流的“万事好通”南通营
商服务品牌贡献巾帼力量。

会议还为首届“十佳政务服
务巾帼之星”进行颁奖。

本报讯（记者黄海）16日，
启东市税务局联合启东市东海
镇戴祥村党总支举行“赓续红
色血脉 兴税强国有我”联合党
日活动暨红色税务实境课堂开
讲仪式，旨在通过宣讲《不朽的
红色税务员》戴祥烈士的事迹，
追忆红色血脉、缅怀革命先烈。

戴祥烈士，原名戴宗祥，江
苏镇江人。 1941 年参加革
命。1944年夏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乡农会主任、区财粮
股办事员、财经部长等职。
1947年 6月 7日，戴祥在启东

东余乡被敌人包围，战斗中英勇
牺牲。为铭记戴祥烈士，启东当
地先后建成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戴
祥乡、戴祥桥、戴祥村等。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红色税务
实境课堂揭牌仪式。据了解，启东
市税务局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从学
史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百
年党史中汲取精神伟力，从伟大建
党精神中激发前行动力。下一步
全系统各基层党支部将充分利用
好红色税务实境课堂，把实境课堂
作为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载体、青
年干部“四史”教育的基地。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23
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我市

“地方财政补贴型稻麦品质保
险 (南通市适用)”成功入选江
苏省 2022年度农业保险创新
产品，将率先在通州全域推广，
为通州稻麦种植农户提供收入
风险保障。

稻麦品质保险责任是针对
收获的稻麦因自然灾害及病虫
害等影响，造成品质下降，部分
稻麦不能按照正常价格售卖造
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其本质上
是一种稻麦收入补偿保险，是
收入保险的一种新的尝试。截
至目前，该创新险种试点期间共
为我市 111户次农户4.31万亩
水稻提供 5174.49万元风险保
障，提供赔偿金额71.58万元。

事实上，稻麦品质保险只是
我市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强农
惠农政策效应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市财政始终坚持优化农业
保险体制机制，通过巩固发展种
植业保险，持续发展养殖业保
险，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保
险，开展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等创
新手段，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提
标、扩面、增品”工作，助力我市
乡村振兴战略。去年，南通市区
实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9723.38
万元，其中，各级财政安排的保
费补贴资金占约 80%，农民仅需
自缴20%左右，为我市35.37万户
次农户提供了 21.52亿元的风险
保障，切实提高了农民和农业生
产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农
民的获得感。

税务机关全过程靠前、精准服务

退税减税，为“小巨人”加油添力

信息化助推破产案件审判提质增效
最高院推介南通法院“支云破产”管理系统

坚定“四个自信”培养时代新人
团市委与通大结对共建南通小青马学堂

为打造“万事好通”品牌贡献巾帼力量

市政务服务系统妇联成立

通州全域推广稻麦品质保险

为粮食安全系上保险带

追忆红色血脉 缅怀革命先烈

启东红色税务实境课堂开讲

为充分发挥非
公企业党员和党组
织先锋模范和战斗
堡垒作用，22日，崇
川区天生港镇街道
“‘益企行动|天生红·
非公党建区域互联’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红色引擎’释放
企业发展动能主题
党日活动”在天生港
镇街道新闸村举行。
记者 许丛军摄

本报讯（通讯员于亦男 记者
俞慧娟）23日，南通市加强城乡社
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暨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培训观摩会在海门区召
开，进一步提升城乡综合减灾能力，
打通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

“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南通市减灾委以全国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为抓手，广
泛宣传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强化示
范带动，全民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

强，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高。自
2019年应急管理局牵头主抓这项工
作以来，全市共有 20个社区获得“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称号。2021年
全省验收通过 89个社区，其中南通
市有 8 个。同时，根据社区工作实
际，建立灾害信息员AB角制度，海门
区率先在全市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
全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为社区A、B岗灾害信息员安排
每人每月 200元补助。积极推广家

庭应急包，以创建社区为试点，由政
府主导配备逃生绳、小型灭火器、应
急灯等逃生类工具，居民家庭自主配
齐生活类物资，并在所有创建社区中
发放，全市共发放家庭应急包 8000
余套。

省应急管理厅二级调研员刘祁章
对南通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压实工作责
任，做好疫情防控下的社区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要提高创建标准，社区要在

新标准出台后迅速对标将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合
到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的创建质量。

会议强调，各地要加强部门协作，
压实创建责任；充分融合资源，提升综
合能力；规范创建管理，确保创建质
量，真正构筑起一道提高灾害防治能
力、降低群众灾害损失的安全防护网，
全面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我市召开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培训观摩会

全面提升城乡综合减灾能力

23日，虹桥小学将低
年级期末无纸化测试与
四季农耕生活相结合，以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为主题，将智力活动与体
力劳动融为一体，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农人
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四
季的农事活动中一展身
手，在集体活动中体现自
己的价值。该校以真实
劳动体验和劳动意识培
养相结合，创造性地实施
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融
合进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努力提升小学生尊重劳
动、热爱劳动的品德素
养，促进孩子们全面健康
成长。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