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周陆培 美编：邵云飞 校对：毛晓丽 组版：刘晓燕

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A4 看南通·民生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 9

月9日10时至2022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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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启东市河滨花园6幢202室不
动产（含装修及室内物品），不动产权证号：苏
（2016）启东市不动产权第0002929号，登簿
日期：2016年8月25日，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93.65平方米，规划用途：住宅。

市场价（议价）:125万元,起拍价：112万
元，保证金: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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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6282298、
15050647021、4009288512。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2年8月5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南通市委办公
室离休干部【享受按省（部）长级标准报销
医疗费待遇】姜祝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8月9日4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
98岁。

姜祝三，江苏如皋人，1924年11月出
生，194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
5月参加革命工作，1990年5月离休。曾任
中共仪征县委书记，中共宝应县委书记，中
共扬州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邗江县委书
记，中共南通县委书记，中共南通地委副书
记、南通地区行署专员，中共南通市委副书
记兼纪委书记，南通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根据姜祝三同志生前意愿和家属意
见，丧事从简。特此讣告。

讣 告

中共南通市委办公室
2022年8月9日

单位联系电话：85098000、85216000
家属联系电话：13862930888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
9月14日10时至2022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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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启东市明天广场
3幢1604室房地产（含固定装修）【不动产
权证号：00210634，00210635】。证载房
屋建筑面积为：132.3平方米。市场价（网
络询价）:2604214元,起拍价：183万元，
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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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8435701、
15716285938

启东市人民法院
2022年8月2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公告
▲蔡士丰遗失江苏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32002100105，号
码：03399697，金额：221514元，
声明作废。

▲王志荣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正/副 本），证 号 ：
320691600022637，声明作废。

线上办理请扫码

公告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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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建于
1974年，现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江
苏省放射治疗质量控制示范基地、南通
市临床医学中心，拥有头颈放疗科、胸
部放疗科、腹部放疗科、放射物理技术
组等二级科室，开放病区3个，开放床
位186张以及日间放疗中心，年收治病
人4000余人。

科室目前有45名医师，其中高级
职称22人；放疗技术组39人，其中物
理师10人，高级职称2人。有江苏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名，南通市

“226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4人，南通市医学重点人才5人，多人
担任国家级与省、市级学会主委、副
主委等职务，学科带头人王高仁任全
国地市级肿瘤医院联盟副主任委员，
学科带头人蔡晶任中国抗癌协会鼻

咽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科室配备国
际先进的直线加速器 5台、热疗机 1
台、逆向治疗计划系统(TPS）5套、螺
旋CT模拟定位机1台、常规模拟机1
台、近距离治疗机1台、三维水箱、调
强放疗图像验证系统等1亿多元的仪
器设备，熟练开展常规放射治疗、三
维适行放疗、调强放疗(IMRT)、图像
引导的放射治疗（IGRT）、旋转调强
放疗 (VMAT)、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SBRT）、腔内放射治疗、组织间插植、
射频热疗等项目。

该科是苏中苏北地区最大的放射
治疗中心，70%的肿瘤可通过放疗达到
姑息性或根治性治疗。科室开展的特
色治疗项目如下：

1.立体定向放疗：常用多野等中心
共面或非共面照射使照射范围更精确

地集中于肿瘤组织，更好地保护肿瘤周
围的正常组织，对孤立性的肿瘤具有独
特的疗效。

2. 图像引导的放射治疗：西门子
Oncor和瑞典医科达Synergy加速器
都配备兆伏级椎形束 CT，能开展头
颈部、肺、食管、胸腹腔淋巴结转移
瘤、前列腺等肿瘤的 IMRT 及 IGRT
技术。

3.旋转容积调强放疗：瑞典医科达
Synergy直线加速器是世界上先进的
精确放疗设备，可进行旋转容积调强放
疗。科室开展的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
有着“快、准、优”的特点，能为病人提供
全面、科学、精确的治疗方案，应用于各
种肿瘤的精确放疗。

4.近距离放疗：高剂量率(HDR)近
距离放射治疗俗称“后装治疗”，KL-

HDR-C三维后装治疗机，可用于空腔
脏器的补充放疗，亦用于实质性脏器的
插植和植入放疗。

南通市肿瘤医院放疗科以质量和
安全为核心，以精准放疗为治疗特色，
对不同期别的肿瘤均能采取合理规范、
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让广大肿瘤患者
不出南通就能享受到优质治疗与服
务。科室通过精湛的技术建立起良好
的社会声誉，不断诠释着“精准放疗”的
丰富内涵。

以精准施治 让肿瘤患者重绽生命花火

18岁发起创立南通市首个 95
后志愿服务组织，打造 30余个省市
级重点项目，组织策划协调 900余
场公益活动，1800多个日夜坚守志
愿服务一线，凝聚引领5000余名女
性志愿者……她叫张琳婕，如皋市
爱行动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因为被需要

与公益结缘，始于二胎政策下
的家庭教育研究。她的学生团队与
如皋市新华书店合作，每周开展亲
子阅读、亲子手工的活动，其间发放
问卷，收集家庭信息。为了使项目
持久、专业运作，吸引更多的青年志
愿者参与，如皋市爱行动公益发展
中心应需而生。

被特殊儿童需要，让张琳婕更
有获得感。患有唐氏综合征等疾病
的儿童，常年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家
长一天几乎 24小时陪同。让自己
的孩子和心理年龄相仿的小学生交
流、沟通，是家长们的梦想。最初只
是让小孩坐在“凤凰姐姐讲故事”活
动现场听一听，随着“蜗牛之家”特
殊儿童融合及家庭支持项目落地，
志愿者一对一帮扶全面展开，孩子
们学习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锻炼
手眼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
时，开展多样化的主题课程，帮助特
殊儿童家长疏解精神压力，提供情
感与心理支持。张琳婕联系各方资
源，先后开展“幸福遇见感恩有你”

“六一森林音乐游戏会”“庆元旦·迎

新年融合联欢会”“创艺未来融合夏
令营”等 30余场主题活动，项目获
得江苏省社会工作项目一等奖、江
苏省志愿服务交流展示会银奖等多
项荣誉。爱心汇聚，为这一特殊群
体照亮前行的路。

张琳婕由衷地欣喜：“很多孩子
之前完全不能离开父母，现在在志愿
者的陪同下，能够完成一个简单的手
工作品。”4年前，张琳婕遇到了小羊
（化名），当时他刚满18周岁，不会使
用筷子、系纽扣，但是现在，他已经能
够独立进出商场。中心还帮助他在
一个养老机构就业，负责独居老人餐
饮配送。“这是他们父母从来不敢想
象的，但我们做到了。”张琳婕说。

扶贫也扶志

7月31日，中心举行“爱豆成长
陪伴—助力幸福家”志愿者岗前培
训会，集结30余名如皋籍在外高校
大学生和南通地区定向师范生，与
妇联“一户一策”微关爱计划的 15
户困境家庭结对。

早年，曾任教师的她，接触了许
多缺少父母关心、成为“事实孤儿”
的孩子。秉持着“扶贫也扶志”的理
念，她致力让困境青少年在陪伴中
感知、融入外面的世界。2021年，
在如皋市妇联的关心指导下，中心

“强国她力量”家庭女性赋能领学项
目，获得江苏省妇女儿童和家庭社
会公益服务项目承接资格。

她还致力于传承独具特色的地
方非遗，改编讲述民间传统故事、翻
唱倒花篮等民间歌曲、创编打莲湘
等民间舞蹈，自创30余项公益文化
课程展演；发起“走近非遗”青少年
实践项目，组织开展如派盆景、白蒲
茶干等10余项非遗课程，将弘扬传
统文化和青少年教育需求相结合，
项目被评为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三等奖；发起“时令生活·四
季如皋二十四节气”项目，搭建多元
学习平台，开展阅读体验活动 45
场，制作原创《鼠憨憨学节气》绘本
课程24期，受益5000余人次。
见习记者 范译 本报记者 卢兆欣

如皋市爱行动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琳婕:

1800多个日夜坚守志愿服务一线

“目前全村累计安装设备 276
个，守护家庭 117户，处理事件 186
件次。下一步此项工程将惠及更
多家庭，同时通过大数据与医院、
消防大队进行联网，将救助信息发
送到应急终端，形成快速联动反
应，进一步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水
平。”

4日，在海安高新区韩庄村的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成果回头
看中，韩庄村党总支书记、协商议
事室召集人江海贵介绍年初开展

的“孝心家”信息系统质效。
韩庄村现有居民 848户，留守

老人、独居老人占比 12.9%。针对
这一现状，年初，韩庄村协商议事
室将建设关爱独居老人“孝心家”
信息系统作为协商议题。

通过前期走访调研，挂钩联系
韩庄村的海安市政协委员、村干
部、居民代表等了解到村中独居老
人们的生活处境和困境，尤其发现
这一群体在日常用电、用水、用气
等安全方面存在较大隐患，一旦出
现突发情况不能得到及时救助。
例如，配偶多年前过世，儿子在上
海工作，19组村民贾根秀老人目前
一个人生活，有一次下雨天在家跌
倒摔伤，如果不是邻居串门时发
现，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江海贵对
此类现象深有感触，“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

乡，在外定居或者工作，家中仅剩
年迈的父母，这些老人的自理能力
普遍较弱。”

根据韩庄村老人的独居状况，
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开展了
协商议事活动，形成详细的协商建
议清单。一方面，建立帮扶机制，
帮扶责任落实到人，早晚联系，有
事立即到场。另一方面，建立“孝
心家”独居老人信息系统，对独居
老人的燃气使用、火灾防控、身体
不适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并在家
中安装“一键求助”按钮，当出现报
警或求助信息时，村网格员及老人
子女将在第一时间获知。

家住韩庄村五组 17号的王祥
凤老人便是这一方案的受益人。
老人今年 67岁，和老伴一同生活，
女儿远嫁山东济南，一年难得回家
一次。自从在家中安装了安全检测

系统，王祥凤的女儿马钰安心了不
少：“村里给我们安装了这个系统，
随时可以看到父母的情况，我们在
外打拼的时候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前几日，王祥凤忘关煤气，韩庄村有
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接到了报警信
息，并赶去处理。等马钰留意到手
机中“孝心家”独居老人信息系统发
出的短信时，危险已然解除。

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全社会
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其中农村
养老矛盾更为突出。通过“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平台，推动建设关
爱独居老人“孝心家”信息系统不
仅仅是韩庄村的一个有益尝试，也
为农村应对老龄化提供了一条宝
贵的参考路径。

见习记者 范译
本报通讯员 于爱均

海安高新区韩庄村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水平，安装设备276个——

“孝心家”让独居老人不孤独

本报讯（记者杨镇潇）近日，由
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南通乡村特色书店推选活动”落下
帷幕，全市共有 7 家书店获评

“2022-2023年度南通乡村特色书
店”。分别为通典书院南通有限公
司、凤凰新华如皋分公司长江门店、
凤凰新华如东分公司岔河门店、如
皋市滨江书店、启东市吕四弘文书
店、凤凰新华海安分公司南莫门店、

凤凰新华如东分公司栟茶门店。
目前全市具备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的书店共计 1500余家，数量位居
全省第一，其中地处各县（市、区）乡
镇的书店超过90%。为响应国家号
召，助力发行行业提振信心、谋求转
型发展，今年，南通市发协面向首批
入会单位举办此次活动，打造乡村
特色书店标杆，带动全市出版物市
场健康繁荣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静）洪江路
南、盘香路东小游园内，健康步道
上破损的塑木地板全部拆除、等待
换新……昨日，记者从崇川区市政
和绿化管理局获悉，今年计划对 35
个老旧小游园 204处点位进行修复
改造，目前，修复改造正有序推进，
计划10月底前全部完成。

近年来，按照“市民出行 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的规划要求，崇川
区打造了 90多个小游园，形成了一
个个高品质的“城市绿岛”。

城市绿地三分建设、七分管

理。今年上半年，该区对这些小游
园进行全面“体检”，发现部分老旧
小游园出现了广场石材破损、井盖
缺失等现象，决定实施修复改造。

“这35个小游园基本都是2016年之
前建的，小问题在平时的管养中已及
时处理，这次都是管养力度比较大
的。”区市政和绿化管理局城建中心
工作人员透露。

除了完善老旧小游园基础设
施，上半年，崇川区还实施了小游园
绿化补植行动，目前，共计补植树木
647棵。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昨日，记
者从海安市民政局获悉，海安在南
通地区率先试点服务人员责任险，
防范助老员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的意
外风险，确保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质
量，首批纳入保险范围的助老员达
到100人。

海安市目前享受政府购买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老人已达 6万
人，占户籍老年人总数的 20%。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对象一般都是高
龄老人，这样的特殊性导致了助老
员在工作中可能因为意外造成一定

的损失。为此，海安市推出专门面
向助老员上门服务的保险产品——
上门服务人员责任险。

“以前，意外损失都是由运营企
业或者助老员承担，不仅给企业和
助老员带来了负担，也会影响服务
质量的提升。”海安市民政局养老服
务科科长张志远表示，上门服务人员
责任险实施后，助老员因从事服务工
作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以及所
引起的伤亡、医疗、财产损失和误工
费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给予赔付，
累计最高赔付额可达20万元。

持续高温影响生长采收

蔬菜价格阶段性上涨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何
岸芷 康倪）持续高温对蔬菜生长、采
收、保鲜造成一定影响，记者昨日从通
农物流获悉，连日来市场蔬菜价格上
涨明显，但蔬菜日供应量稳定保持在
1800-1900吨。

通农物流叶菜类蔬菜主要货源是
本地及东台等周边地区。“本地多种鲜
嫩蔬菜在现在这种天气下不易储存，
从而价格上涨明显。”蔬菜交易区经营
户告诉记者。监测数据显示，茼蒿批
发价9.68元/公斤，环比上涨 107%；鸡
毛菜 8.8元/公斤，环比上涨 120%；小
青菜2.03元/公斤，环比上涨95%。

为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通农
物流全力加强货源组织调度，从云南、
兰州、张北等地加大“菜篮子”蔬菜储
备量，目前市场内蔬菜供应以客菜为
主。“但由于运输成本增加、收购价高
等因素，客菜价格逐步抬升，比如青
椒现在批发价是 3元/公斤，比前些日
子贵了 1元/公斤。”蔬菜交易区负责
人介绍，进入三伏天后本地蔬菜进入
淡季，但市场蔬菜日供应量一直稳定
保持在 1800-1900吨，其中 70%都是
产地直发。

记者了解到，近期蔬菜价格上涨
实际属于阶段性上涨，后续蔬菜价格
还会出现一些回落。

本报讯（通讯员周玲 记者陈
嘉仪）近日，家住如皋市丁堰镇朝阳
村的崔彩霞收到意外之喜，因符合

“居转企”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保补
助的条件，补助金 1000元已发放至
她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今年以来，如皋出台了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补助政策，对 2020年居
民养老保险的缴费人员，在 2021年
1月至 2025年 12月期间，首次且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当年缴费累计满 6个月
的，给予1000元新增缴费补助；次年
缴费累计满 6个月的，再给予 1000

元续缴补助。
“今年是首批参保补助发放，经

过几轮筛选审核公示，共有 4621人
符合条件，社保中心也争取了财政
资金460多万元，这两天正在对全市
符合条件的市民进行发放。”如皋市
社保中心党支部书记谢仁杰表示。

自推行居民养老保险转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工作以来，全市已有
25000余人实现了居保转企保，市民
们响应度都非常高。下一步将继续
结合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征缴
等工作同步宣传，确保把这一惠民
政策送达更多群众。

崇川35个老旧小游园有序改造
计划10月底前全部完成

7家书店获评“南通乡村特色书店”
树立标杆 提振信心

首批4621人享受新政红利
如皋发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补助

海安试点上门服务人员责任险
最高赔付20万元，首批百名助老员受惠

8日，如皋市城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走进肖陆村农家书屋，与该村学生一起参与凉拌菜、手
工擀面制作等，培养孩子们动手能力，体验劳动乐趣，丰富暑假生活。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