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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以下编号的车用气瓶安装监督检验证书
申明作废，特此申明：

1. NT-PC-2021-400001~NT-PC-2021-400020

2. NT-PC-2021-000005、NT-PC-2021-000006、

NT-PC-2021-000008~NT-PC-2021-0000013

3. NT-PA-2022-000019~NT-PA-2022-000030

4. NT-PC-2022-000001~NT-PC-2022-000018

5. NT-PA-2022-000031~NT-PA-2022-000037

关于作废65份车用气瓶
安装监督检验证书的申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2022年8月16日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
9月22日10时至2022年9月23日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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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南通市通州区金
新街道杏园路66号叁和名都城（江海·皇
都）102幢中302室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
拍卖。

拍卖财产市场参考价：1936169元，
第一次起拍价：135.6万元，保证金：27万
元，增价幅度：67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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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22年8月2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白墙黛瓦披上新衣，美丽庭院花
香满径，采摘园里热闹非凡……随着
上月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60岁的
张苏明对村子的喜爱又加深了几分。

近年来，如皋因地制宜，把特色田
园建设作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全面放大“江海绿韵，如意田园”特色品
牌，先后打造出12个极具如皋生产、生
活、生态特色的省市级田园乡村。

擦亮花木盆景金字招牌

修枝、换土、施肥、换盆，立秋过后，
王俊生便在家中盆景种植园忙个不
停。“家里祖祖辈辈种盆景，我接手到现
在已经有40多年了。”王俊生笑言，伺候
盆景就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像王俊生这样以盆景种植谋生的
家庭，在顾庄社区有 160余户，“家家
栽种花木，户户蟠扎盆景”已成为当地

“一村一品”最鲜明的产业特色。这个
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培育景观盆景的村
庄，花木种植面积近 3000亩，村人均
年纯收入4万余元。

如何借力特色产业扮绿特色田
园？如皋在规划建设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之初，便把花木盆景产业作为特色，
加以引导培植，让花木盆景的金字招
牌在更多乡村擦亮。从年花木产业交
易额达60亿元、拥有如皋花木交易量
最大社区的大明社区大镠马，到全村
草坪种植面积 3000多亩、被誉为“中
国草坪第一村”的钱长村夏家庄，再到
年产小苗1亿株的田王村王家庄……
一个个以特色苗木产业为主导的特色
田园乡村，正在如皋田野上不断涌现。

荷花鼓起荷包串起产业

每年7月至8月，是平园池村的旅
游旺季。短短几年，从一个偏僻落后
的农业村，迅速崛起为远近闻名的省
级特色田园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平
园池村是如何做到的？“坚持绿色生态
发展，让荷花鼓起荷包。”平园池村党
总支书记刘炜建介绍，这几年，全村依
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以荷花、菊
花、蓝莓等特色种植发展第一产业，以
第一产业带动二产、三产，用“一根荷
藕”串联起四季产业。

丁文华是土生土长的平园池人，

自从村里搞起特色生态种植后，他便开
始了忙碌的就业路——在玫瑰花园内摘
玫瑰、在蓝莓园里采蓝莓、在藕池园里为
游客划船、荷花花期过后帮忙挖藕……
在丁文华看来，一年四季虽是行程满满，
却也干劲满满。以荷花产业带动村民就
业致富，这是平园池村藕池庄产业发展
的一条特色路径。去年，该村村民人均
收入突破3万元。

立足生态发展奋力掘金的还有磨头
镇丁冒村，走的是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特
色蔬菜产业之路。

走进位于丁冒村的金旺家庭农场，
不同种类的特色蔬菜长势喜人。农场主
王小龙脸上写满自豪，去年，农场年收益

已有200多万元。
“投入 1728万元，实施 32个项目，全

力打造‘蔬菜明星村’。”丁冒村党总支书
记顾平介绍。

诗意田园留住浓浓乡愁

今年夏天，在苏州读三年级的周晓晨
过了一个别样的暑假。这个从小在苏州
城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走进田间地头，认
识了芋头、水稻、知了，在父母的故乡长江
镇田王村来了次乡野实践。

晓晨的爸爸感慨，家乡这几年变化非
常大，但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又有些东西
毫未改变。田王村在推进田园乡村建设
中，对村内古建筑、古文化的修缮和维护，
让他大为感动。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强经济的同时，
更要留住田园诗意，给乡愁安放之所。

“我们对村内特色历史建筑进行翻新，
对农耕文化资源进行搜集整理，挖潜当
地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新时代农村文化
能人和民间艺人，让乡土文化在当代空
间延续发展。”田王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吴桐说。

围绕“特”字做文章，如皋在特色田园
乡村建设上还做了很多大胆尝试。如依
托红色文化基底，推进江安镇周庄社区、
六团村、鄂埭村进行“抱团式”发展，打造

“赤岸人家，三红新村”。挖掘朱家桥村三
里楼子“富硒米当家，茶干乾隆夸；黄酒长
寿茶，鱼圆鲜嫩滑”的资源优势，推动村庄
投入1292万元，开发22个项目。

产业兴、生态美、乡愁浓，如皋以点带
面，持续掀起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高潮。

本报记者 陈嘉仪 本报通讯员 蔡梦玉

近年来，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总方针，以狠抓主体
责任落实、强化风险辨识管控、夯实安全基础管理为
着力点，严格履行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
全培训、应急救援、能力评估“六到位”，不断提高企业
本质化安全水平。

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宁
为安全操碎心，不让事故伤员工”是公司领导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根本要求和出发点。为保障公司安全生产活
动有序进行，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任主任，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消防、职业卫生管理委员会，严
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各级“一把手”责
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车间安全责任主体、安全生
产目标、奖惩制度以及人身、消防、环保等方面要求。

深化安全风险评价，丰富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公
司不断创新丰富安全评价的方法和内容，建立了全
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科学评价机制，把基础管理、作
业现场、教育培训、危险源辨识等作为安全评价的内
容，提高安全评价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使全体职工的
自主参与程度、安全管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公司
加大对员工安全管理知识、安全操作规程和特种作业
操作等方面的培训教育以及各类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通过潜移默化的安全文化教育熏陶，形成全体员工

“以人为本、关注安全”的氛围，实现以文化促管理，以
管理促安全，以安全促稳定，以稳定促发展。

完善隐患排查机制，落实隐患整改主体责任。从
系统安全、本质化安全入手，公司完善了“全员查、综
合查、专业查、类比查、专家查”的“五查制度”和检查
表格的规范化。通过分层、分级、分块安全检查，保证
隐患排查全覆盖，人人有参与隐患检查的责任。对查
出的隐患及时进行公示，让员工知晓隐患存在部位，
并监督整改。同时隐患整改严格按照整改措施、责
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隐患整改后及时复查
销号，形成闭环管理，保证不走过场，不留盲区、死角、
治理不留后患。

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持续改进安全设施设备。公
司严格制定年度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重点用于配
备维护保养消防应急器材、厂区现场设置的各类安全
警示标志费用、人员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劳动防
护用品及完善改造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推进“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等方面，通过不断加大安全费用的
投入，提高现场设备的本质安全性。

加强班组安全管理，筑牢安全管理风险防线。公
司结合工作实际，从小、从细、从实抓起，通过加强班
组基础工作建设与各项管理，不断完善班组建设、学
习培训、管理考核等各项规定，通过推进、检查、评比、
考核等各项措施，“精准定位、细化目标、过程控制、严
查硬兑”，使公司班组管理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实现
全员参与安全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亮）25日，市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市大数据
集团举行“南通百通·掌上 12345”首期
优秀案例颁奖活动，向通过南通百通
App 掌上通道向 12345 反映诉求积极
建言献策的获奖市民代表颁发证书和
奖品。

近年来，“南通百通”App作为市委
市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移动应用主渠
道，“12345”作为党委政府沟通企业群
众的主平台，联合打造“南通百通·掌
上 12345”，在热线、网站、微信、随手拍
等渠道外，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更加方

便快捷的掌上诉求表达渠道。为引导
更多市民使用南通百通 App 向 12345
反映问题、推动工作，今年年初，市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组织开展

“南通百通·掌上 12345”优秀诉求奖励
活动。

活动期间，共受理公众诉求 20069
件，诉求集中在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占
道经营、劳动保障等与民生相关的方方
面面，相关诉求均通过 12345办理系统
及时进行流转办理，其中市 12345平台
直接解答 17799件、转交职能部门办理
2270件。目前，全部诉求均已办结，成

员单位平均按时签收率 100%、按时办结率
100%、回访综合满意率 95%，平均办理时长
为 4.4天，体现出良好的工作成效。根据评
价办法，经申报推荐、评委会审议、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首批 96件
优秀案例。

当天，优秀案例获奖市民代表应邀走进
南通市12345在线平台，参观服务大厅，亲身
参与市民来电接听，“零距离”感受到了
12345平台繁忙有序的工作场景。市委副秘
书长、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党委
书记李学义等为获奖市民颁奖，并进行座谈
交流。

■典型案例

8月23日，徐女士反映家中窗户附近
有两个碗口大的马蜂窝，现求助铲除。对
此，通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已及时安排人员
于8月24日晚将马蜂窝处置完毕。

8月 24日，凌女士反映濠西园老小
区改造时将树木移除导致路灯灯光照进
家中，影响正常休息。对此，市市政和园
林局已第一时间调整路灯灯光亮度。

■受理情况

上周（8 月 19 日—8 月 26 日），市

12345在线平台共受理各类诉求 23275
件。其中，公众来电 21014件，网站、微
信、微博、移动APP等网络诉求1670件，
承办省平台交办件 522件，其他诉求 69
件；按诉求类型划分：咨询类 12479件、
求助类 4340件、投诉类 3104件、建议类
178 件、举报类 2167 件、其他类 1007
件。受理量排名前六的诉求主要为公共
卫生、社会保障、市容管理、物业管理、车
辆管理、劳动纠纷。

■诉求热点

咨询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医疗
保险、疫情防控、不动产登记等领域。如
有市民咨询“如何将上海医保转回南通”；
有市民咨询“从山西太原到苏锡通园区相
关防疫政策”；有市民咨询“不动产证上
增加名字需要哪些材料”。市 12345在
线平台根据最新政策在线答复。

求助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小区

出新、房屋交易纠纷、垃圾清运。如有市民
反映“近期崇川区学田苑老小区改造中午施
工影响住户休息”；有市民反映“崇川区易家
桥新村 103 号楼西侧有垃圾堆放无人清
理”。市 12345在线平台第一时间将上述诉
求转办属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协调处理。

投诉举报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无
证经营游商、拖欠薪资、违法建设等领域。
如有市民反映“崇川区深南路与永扬路交叉
口每天有流动摊贩，造成交通拥堵”；有市民
反映“今年 2月至 4月在启东某安装公司工
作，现被拖欠 8000 元工资未发放”。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办属地政府
核查处理。

■市民建议

1. 建议在崇川区虹桥街道任港路新村
西门口设置斑马线。

2. 建议延长崇川区国强路与永达路路
口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长。

本报讯（通讯员黄玉梅 顾
豪杰 记者冯启榕）近日，第十七
届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线下比
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南通大学共
获全国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项，
三等奖2项。这是该校学生继去
年首次在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中斩获一等奖后再创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施管宣）连日来，市退管中心结
合“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深入社区基层与退休
人员面对面调研、听取需求。目前，市区正以社区为
单位分段有序安排退休人员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体检工作开始前，市退管中心针对疫情防控、安全
防范、极端天气等因素做出了应急预案。该中心还多
次与体检机构对接沟通，咨询多家医院的专家意见，结
合退休人员的实际需求，优化了此次体检项目和标准。

体检现场，退管中心党员先锋和体检机构工作人
员热情引导、耐心衔接，帮助退休人员快速开展体
检。此外，在检查过程中，对于血压、血糖偏高的退休
人员，医生还现场给予饮食、用药建议，讲解高血压、
糖尿病的危害及防治，提高老年朋友对高血压、糖尿
病的认识，并一一讲解日常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

强化安全意识 落实主体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退管中心面对面听需求

精心精细开展健康体检

产业兴、生态美、乡愁浓，先后打造12个省市级田园乡村——

如皋走出乡村振兴特色路

窗户附近有马蜂窝 已处置完毕
流动摊贩堵塞交通 正核查处理

“南通百通·掌上12345”
首期优秀案例颁奖

本报讯（通讯员夏龙珠 记者何家玉）26日，南通
开发区新开街道现役军人王元家迎来一批特殊的客
人，开发区组织部、人武部负责人及其所在部队政委，
送来了“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喜报、慰问金及慰问品，
感谢他们一家为国家、部队培养优秀人才和对国防事
业的支持与奉献。

今年31岁的王元于2010年考入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毕业后在海军某部服役，少校军衔。入伍以来，他
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技术，训练积极性高，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军事训练成绩优异，荣获三等功 1
次、“四有优秀军官”1次，嘉奖多次。今年 7月，在执
行军事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

肩负创新使命 振兴国家集成电路事业

（上接A1版）
通富微电成立于1997年，2007年

在深交所上市。从一个生产基地发展
到七大生产基地，今天的通富微电，成
长为本土半导体跨国集团公司、中国集
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军企业。去年，通富
微 电 总 营 收 1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84%，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标志企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技术实力
上，都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作
为通富微电一分子，受到了莫大的鼓
舞，更加坚定了自己砥砺奋进的决心。”
陶玉娟感言。

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
近十年来，通富微电始终以振兴民族集
成电路产业为己任，取得巨大进步和发
展。“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通富人的努
力，更离不开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

引导与支持。”陶玉娟观察到，近十年来，
南通集成电路产业得到突破性发展，形
成了以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三链相结
合的产业布局生态。自2009年起，通富
微电成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2”专项骨
干承担单位，使得通富微电技术创新能
力和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完善，具备
与世界一流封测企业同台竞技的能力。
陶玉娟作为责任人，负责了公司承接的

“02”专项全程知识产权服务工作。
集成电路产业不仅是一个技术密

集、资金密集的产业，更是一个需要聚
集大量人才的产业。人才是科技创新
的根基，近十年来，我市大力引进行业
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和海归人才，以一
流人才环境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得益
于地方政府筑巢引凤，南通集成电路产
业吸纳了不少创新型人才。通富微电

目前拥有一支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团队，同时
我们也在积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在南通这块土地上会涌现出越来
越多的集成电路领军企业。”陶玉娟切身感
受到，近十年来，南通“如鱼得水、如鸟归林”
的创新生态正加速构建，她说，未来整个产
业会朝着高质量方向突破迈进，并成为南通
这座城市的科技新名片。

与集成电路产业相遇相知十余载，陶玉
娟血脉里那股挑战难关、勇争一流的劲头就
如同酒一般浓烈。“通富微电创办的初心，就
是振兴国家集成电路事业。当选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代表，进一步激励了我践行集成电
路产业初心，肩负行业自主创新使命。”心有
所信、方能行远，陶玉娟说，“在仰望星空同
时，也要脚踏实地，这样才能看到更广阔的
天地，坚守梦想、静待花开。”

本报记者 严春花

（上接A1版）
寻找有效项目信息是项目招

引的关键，瞄准新一代电子信息、
生物医学、新材料、智能装备四大
战略先导性产业，崇川经济开发区
招商团队主动走出去，在北上广深、
苏锡常等地开展招商考察，强化招
商推介，有效拓展项目信息源。

钻强补弱。针对上半年表
现较为薄弱的人才、科技、楼宇
类项目，崇川经济开发区及时分
析原因，做出调整：专门设立了
科技人才楼宇招商组，并加强与
经发局、科技局联动，每周定期
开展工作交流，通过外部招引和
内部培育，多方合力，争取在薄
弱项目指标上取得突破。针对
缺少央企总部类项目情况，崇川
经济开发区加强了与中交、中冶
等央企的沟通对接，并取得了一
定进展，目前与中交集团已签署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

在政府主导招商的同时，崇
川经济开发区还积极探索市场化
招商模式。通过园区招商、资本招
商、委托招商等招商方式，“借力”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今年，崇川经
济开发区与中关村信息谷牵手，将
信创园委托由中关村信息谷进行
实体化运作，利用中关村的资源优
势，打造南通大信息产业创新示范
新高地。目前，项目交接前的各项
手续已经陆续办妥，预计到今年底
完成新签约项目不少于30家、新
增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通大学子获
3项一等奖

南通好男儿荣立二等功

军地联合上门送喜报

游客在平园池村旅游。 汤乾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