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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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华强城72幢3304室（不含装修
及室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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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
日10时至2022年10月25日10时止，起拍
价：169万元，保证金：17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1月10
日10时至2022年11月11日10时止，起拍
价：135.5万元，保证金：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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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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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牌号为苏F1S5T0哈弗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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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
日10时至2022年10月11日10时止，起拍
价：33040元，保证金：6000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0月20
日10时至2022年10月21日10时止，起拍
价：26450元，保证金：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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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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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南通市姚港路附6号鼎典商坊地下室
（不包含室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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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
日10时至2022年10月25日10时止，起拍
价：245万元，保证金：36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1月10
日10时至2022年11月11日10时止，起拍
价：196万元，保证金：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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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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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拍卖南通市京扬数码城 A 幢 301 室、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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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
日10时至2022年11月1日10时止；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2年11月17
日10时至2022年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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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遗失公告
▲朱菊芳、耿汉荣（故）遗失房屋搬

迁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号 码 ：2018 版
0002886号，声明作废。

▲南通市技术监督中小型电机产
品质量检验站（法定代表人：王荣华）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证书号：
132060000393，事业法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320600E85298476P，特此
声明遗失并作废。

▲南通市技术监督中小型电机产
品质量检验站（法定代表人：王荣华）遗
失单位印章，特此声明遗失并作废。

▲赵邱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320350894，声明作废。

▲戴思平遗失与南通市崇川区观
音山街道海洪社区经济合作社订立的
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017版
0003426号，声明作废。

▲南通久屹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人保车险发票一张，发票号：

77512953，金额：11273.79元，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江苏省凌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江苏省宁港滩涂开发有限公司的
合并协议，江苏省凌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吸收江苏省宁
港滩涂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省宁港滩涂
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江苏省凌洋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存续。合并后江苏省
宁港滩涂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江苏省凌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江苏省凌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宁港滩涂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线上办理
请扫码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
金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

表1

表2

通州湾示范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州湾自然资规出
告网（2022）第18号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2022年9月23日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南通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
录网站（http://www.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
理竞买手续。咨询电话：0513-59001186、80800286。

地块编号

TM22127

地块位置

扶海路西、南
纳潮河北、纬
四路南侧

用地
性质

工业

产业门类

橡胶
制品业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2499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

50-60

绿地率
（%）

6-12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60

出让年期
(年)

5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0

起挂价
(元/平方米土地)

300

地块编号

TM22127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2年10月14日起，
2022年10月24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2年10月14日起，
2022年10月26日上午11时止

面朝大海聆听一次理论宣讲，在公
交站台邂逅中国好人，银行里有带娃区
域，老小区传达室被 24小时志愿服务
驿站取代，理发、缝补等日常小事不出
小区都能解决……21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在启东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和江海志愿服务驿站标准化建设推
进会，实地观摩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红
帆”志愿服务驿站、公园中路公交站台、
南城区街道南苑二村社区等志愿服务
站点。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志愿服务
阵地建设，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江
海志愿服务驿站“双轮驱动”，跑出了为
群众服务的“加速度”。

科学布点，为美好生活提质

走进南通创新区五彩紫琅·江海志
愿服务驿站，厨房、餐厅、客厅一应俱
全，时不时有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前来
热饭歇脚。该驿站是创新区志愿服务

链中“蓝色劳动链”的主要服务阵地，为
户外劳动者打造温馨便捷的休憩驿
站。除了蓝色服务链，创新区还有红色
文化链、绿色科普链、橙色童心链、白色
健康链，服务内容涵盖全民阅读、生态
保护、关心未成年人、助医帮扶等方面。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活动离不
开阵地建设。今年以来，我市先后制定
下发《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实施方案》《江海志愿服务驿站标准
化建设实施办法》。各地科学合理布局，
在人流量较多、确有服务必要的区域设
置驿站，既便于群众参与，又有相对独
立、面积适中的服务场地和办公场所。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标准化驿站、实
践点建设、改造、升级1000多个，整合组
建专业志愿服务队 3200多支，联系机
关、企事业单位等共建单位241家。

便民惠民，为文明实践赋能

今年 5月，崇川区以商圈、农贸市

场、居民小区、景区、广场、小游园等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依托，设置 234个
便民核酸采样点，辖区市民在逛街、买
菜、散步的同时，就能顺便进行核酸采
样。在便民志愿服务实践中，主城区
崇川以水为脉，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一圈两带”建设，即“环濠河”新时代
文明实践圈、“沿长江”新时代文明实
践带、“沿运河”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将
理论传播、疫情防控等主题实践融入
百姓生活日常。

“有志在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特
色品牌、海安“志愿之城”、如东“三全”
志愿服务体系、通州“童声里的中国”青
少年志愿服务基地、海门“尚德东洲”志
愿服务品牌、开发区莫文隋志愿者工作
站……在南通，处处都有立得住、叫得
响、推得开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品牌。做强志愿服务阵地，厚植志愿服
务沃土，有利于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培育出更多志
愿服务典型。

合作共建，为传递温暖聚力

志愿者是服务阵地的主体。为凝
聚起各类参与主体的合力，我市持续推
进志愿服务“我报到”实践活动，把“我

报到”地点从社区（村）延伸至广大江海
志愿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广
大党员干部、文明单位干部职工、机关
工作人员、团员青年、社会公益组织等
主动到结对共建的驿站和实践点报到，
聚焦百姓需求、发挥聪明才智、创新服
务方式，运用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明实践活动，积极参与便民惠民志愿
服务行动，持续激发全社会与志愿服务
热情。

大江奔涌，生生不息。截至 8月
底，全市志愿者人数已达 251万，志愿
服务组织 6648个，志愿服务项目总数
60.5万个。

“继续科学筹划新建的实践点、驿
站，把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盛慧
琴表示，将多渠道收集群众的“急难愁
盼”，进一步做好志愿服务合作共建，实
现供需对接清单化、衔接联动即时化、服
务群众精准化。同时，加强统筹推进，持
续完善全市志愿服务体系，充分调动志
愿服务资源，精心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形成人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本报通讯员 石卉 沈怡柔
本报记者 唐佳美

本报讯（记者张亮）高速公路
三只“虎”：急刹、倒车、突变道。沪
陕高速南通段，就有一名司机因错
过匝道而在高速路上倒车，结果被
监控拍得一清二楚。昨天，记者从

交警部门获悉，当事司机已被处以
罚款200元、记12分。

9月4日，南通交警高速二大队
接到群众举报，高速公路匝道附近
有一辆白色小车任性倒车。民警调
取监控视频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在
沪陕高速 171KM+800M处错过匝
道行驶20余米后停靠应急车道，随
后便开始“蛇形走位”倒车，逆行线
路歪歪扭扭，甚至一度将车倒入第
二车道，最终将车驶入匝道离开。

整个过程险象环生，长达数分钟，所
幸没有酿成道路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迅速掌握车辆及驾驶
人信息，展开进一步调查。9月8日，
当事人沈某前往交警高速二大队接
受处理，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警方提醒，高速、高架、快速
路上，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要立
即刹车，更不能掉头、倒车。罚
款、扣分是小事，一旦发生意外后
果不堪设想。

昨日，通州区
民间工艺精品展开
展。本次共展出 36
位民间艺术家创作
的工艺精品 220 余
件，涉及板鹞风筝、
红木雕刻、苏绣、草
编工艺等，全方位、
多视角展示了民间
文艺队伍日渐壮大
的良好态势，也是
近年来通州民间艺
术创作的一次全面
展示。

记者 许丛军摄

本报讯（记者沈樑 实习生王徐静）近日，我市召
开2023年南通市军队招飞宣讲动员会，会上，空军招
飞局南京招飞中心充分肯定我市近年来优异的招飞
成绩，对南通优质生源赞誉有加，希望我市今年在招
飞工作中继续扩大社会支持面，在宣传广度、深度、精
度上再发力。

招飞工作是关系国防建设的大事，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现实体现和立德树人任务的具体落实，也是新形
势下教育拥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教育局表示，
为打好2023年招飞“主动仗”，下一阶段，我市将全力
以赴配合国家招飞工作，继续领跑招飞“第一方阵”，
与党和国家同向、与军队同力、与各校同心，军地携
手，为强军兴军输送优秀人才。

今年高考，我市共有25名考生被空军航空大学录
取、2名考生被海军航空大学录取。自招飞工作纳入
高考序列以来，我市共向空军输送了600名飞行学员、
向海军输送了53名飞行学员，成绩位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符晓月）近日，省民政
厅公布 2020-2021年度第二批江苏省优秀社会工作
案例及项目获奖名单，由崇川区报送的“景观微改造，
你我齐参与共发展——江东广场老旧小区环境自治
改造项目”喜获项目类二等奖，是项目类中南通唯一
一个上榜的地区。

位于虹桥街道跃龙社区的江东广场小区建成于
1996年，共有 5幢居民楼，160户居民。自建成以来，
一直是业主委员会自管小区。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
老化，部分老业主委员会成员搬离，加上业主花钱买
服务的意识淡薄，邻里关系失调，业主委员会在无奈
中宣布解散。该社区党委书记江韩兰是一名专业社
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牵头组织发起了该项目。

该项目通过环境日活动和环境集中整治活动，动
员居民参与，提高居民自治积极性。先后开展了36次
集体劳动、环境整治活动，参与服务对象526人次、志
愿者 366人次、参与党员 125人次。解决了停车位施
划、垃圾桶集中摆放、破损围墙修复3个难题。小区也
由此摆脱了脏乱差、邻里关系失调的现状，成为全市
老旧小区治理典范，也成为各家单位“志愿服务基
地”。以江东广场小区治理成果为原型，拍摄的《文明
的回声》视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

本报讯（记者黄海）启东加快推进
海水池塘养殖区生态化改造，今年年
初，主要海水养殖集中地东海镇委托江
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编制了生态化改
造方案，截至目前海水池塘养殖区生态
化改造已完成。

启东市东海镇辖区内海水池塘
养殖区占地面积约 20000 亩，实际养
殖面积 16000 多亩，由各承包主体进
行梭子蟹与脊尾白虾池塘混养。改
造之前，海水池塘养殖区的进排水系
统杂乱无章，氮磷污水直接进入排水
河道。

根据改造方案，养殖户在池塘或净
化区旁开辟淤泥专用堆放区，种植黑麦
草，固定淤泥，吸收氮磷，减少水产养殖
对周边区域水体环境的污染。

改造之后，养殖尾水净化采取“三
池一坝”模式，三池为一、二、三级净化
区，一坝为过滤坝。尾水首先在一级净
化区，通过底播贝类作生态净化；再通
过水生植物，实现二级净化；最后通过
过滤坝进入三级净化区，利用曝气增氧
进行最终净化。经过以上净化，养殖尾
水实现达标排放。

东海镇还联合黄海滩涂开发有限
公司，对养殖区排水口进行统一梳理，
对可能存在的偷排缺口进行查访，确保
池塘排放水都进入净化区域，水质达标
后统一排放。同时，落实专门人员定期
对全场水系以及海水养殖池塘进行检
查，加强对生态净化区及排水闸口水质
的监测工作，及时掌握水质状况，确保
维护管理工作到位。

本报讯（记者李波）为强化医疗美容行业监管、
给美丽披上安全网，市卫健委联合市信用办下发通
知，全市新一轮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信用等级评价
工作启动。

此次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将由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根据《南通市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信用等级评
分标准》，组织相关专家对评价单位现场打分。同时，
结合日常投诉举报、执法检查、医疗质量检查、医疗机
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以及通过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
门管理平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官方网站及新闻媒
体（媒介）等渠道归集评价对象的相关评价信息。综
合现场打分和信息归集情况，将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
业信用等级分为A级、B级、C级、D级四个等级。

评级为A的医疗美容机构将优先获得评先评优
等奖励资格，降低监督抽查频次，并作为相关机构“诚
信单位”评定推荐依据之一。对评级为D的医疗美容
机构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实行严格管理，提出整改意
见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未能按时整改合格的依法
进行处理，对符合暂缓校验条件的实施 1至 6个月暂
缓校验，暂缓校验期满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依法注
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本次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采用动态管理的原则，如
出现重大问题需降级的，随时会进行等级调整。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江海志愿服务驿站“双轮驱动”，我市已有阵地千余个——

把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我市招飞工作全面启动
点燃参军热情 砥砺报国之志

崇川一小区环境自治成典范
项目获省二等奖 南通唯一

现场打分 为美增“信”
新一轮医美机构信用评级开始

高速行驶错过出口任性倒车
男子被罚200元记12分

尾水净化“三池一坝”
启东海水池塘养殖改造完成

（上接A1版）优选432名机关副科及
以上干部挂钩服务区内 504 家重点
企业，四套班子领导采用“1对 3”挂
钩模式，其他干部实行“1对 1”挂钩
模式，实现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精准
覆盖。聚焦送政策、促创新、解难题
三项重点任务，通过宣传各级各类扶
持政策，主动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真正让企业“冷时取到
暖，渴时喝到水”。设立“开展一次专
题培训、组建一个服务互动群、半年

走访一次企业、组织一场对接活动、
办理一件实事难事”的“五个一”服务
企业基本配置并加强考核，持续提升
服务实效。坚持实施“首席负责制、
领导会办制、企业评鉴制”三大工作
机制，实现了问题处理的闭环管理，
始终将企业满意度作为第一标尺，持
续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截至目前，崇川发放《崇川区助
企纾困政策汇编》1200余本，组建10
位崇川“青骑兵”惠企政策宣讲团，赴
企业开展“1+9”惠企政策巡回特色

宣讲 13 场次，覆盖 700 余家企业；
“简申快享”“免申即享”惠企 3048
家，兑现项目资金2.78亿元；与东南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等高校院所开展合作，牵
线产学研项目151个，合同总金额达
8364.58万元；累计收集问题562个，
解决涉及物流运输、融资贷款、用工
招工等问题465个，正在协调手续办
理、劳资纠纷等问题 97个。首席服
务员制度在崇川区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方面初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