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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位于镇江市檀山路8
号A座一至四层房地产及配套设施
设备、负一层地下车库面向社会公
开整体竞价转让。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竞价时间、地点
2018 年 1 月 19 日 15：00 整，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七楼会议室
举行。

二、竞价标的
镇江市檀山路8号A座一至四

层房地产及配套设施设备，房屋建
筑面积3286.6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商务金融，规划用途为管理用房
（有证）；负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1448.68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车库

（有证）。起拍价为3202.9万元。
三、报名资格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或法人 （具体要求详见项目
相关资料）。

请有意竞价者，自 2017 年 12
月 25 日 9:00 至 2018 年 1 月 17 日
17:00，持有效证件到镇江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市冠城路 8 号工人
大厦裙楼七楼 7015 室）领取、查阅
相关资料，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13655291130，联系
人：李女士，0511-85026306 联系
人：李先生

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2月25日

竞价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法院将在镇

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511/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镇江市第一楼
街步行街07C幢23号0204室、0207
室、0208室、0210室、0211室商业房
产，建筑面积358.67平方米。起拍
价：255.801万元，保证金：20万元，
增价幅度：0.5万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2018年1月9日16时前向拍卖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法院确认后
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
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

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8年1
月30日10时至2018年1月3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若第一次流拍则
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竞价时
间：2018年2月21日10时至2018年2
月22日14时止（延时的除外）；根据
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
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撤回拍卖。

四、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
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查阅。电话：0511-85319646 联系
人：李法官。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法院将在镇

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511/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镇江市华都名
城二期美锦苑74幢802室房产，建
筑总面积116.67平方米。起拍价：
81.459万元，保证金：6万元，增价幅
度：0.5万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2018年1月4日16时前向拍卖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法院确认后
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
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
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8年1
月21日10时至2018年1月2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若第一次流拍
则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竞
价时间：2018 年 2 月 12 日 10 时至
2018年2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
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
撤回拍卖。

四、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
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查阅。电话：0511-85319653 联系
人：邱法官。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为确保长江镇江水域河势稳定
和防洪、通航安全，进一步加强采砂
船只管理，打击非法采砂活动，根据
国务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
域严禁非法采砂的决定》以及《镇江
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江镇江水域严禁
非法采砂的通告》（镇政规发〔2013〕
2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在 2017
年 12月 1日以来打击非法采砂工作
的基础上，自 2017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8年2月10日深入开展长江镇江
水域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现发

布通告如下：
一、长江镇江水域严禁非法采

砂。对非法采砂船和参与非法采砂
活动的运砂船，一经查获，依法没收
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一律按
照法律法规的上限处罚，情节严重
的没收非法采砂船只，涉嫌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

二、所有在长江镇江水域的采
砂船只，2017年12月25日前到当地
政府设立的采砂船登记点进行统一
登记，并到指定停泊点集中停放。
对不在指定地点停放或擅自离开指

定停靠点的采砂船只，将依法查
处。采砂船舶指定停泊点为世业洲
九龙大沟水政执法基地、镇江引航
道西口门110报警点、征润洲水政执
法基地、江心洲水政执法基地、扬中
水政执法基地。

三、非本市籍的外地采砂船，未持
有沿江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签发
的“江苏省长江河道采砂船通行凭证”
的，不得在我市长江水域行驶、停靠。
一经发现，依法查处后扣留。

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协调相关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做好日常执法巡
查和集中统一打击工作，对非法采
砂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海事部门负
责维护长江镇江段水上交通秩序，
依法对运砂船舶严格监管，对应当
报废的船舶在内河航行或者作业的
以及未持有合格的检验证书、登记
证书擅自航行或者作业的，依法予
以处罚；公安部门负责维护长江镇
江段水上治安秩序，及时依法打击
长江采砂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拒绝、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暴力
抗法以及非法采砂涉黑涉恶团伙势

力进行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五、落实禁采工作属地责任。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实行行政首长负
责制。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及沿江镇
人民政府（园区、街道办事处）应当
建立禁采工作协调机制，健全禁采
执法队伍，完善联合执法机制，落实
保障和问责措施，组织有关部门开
展禁采执法专项行动。做好本辖区
内采砂船只登记工作，摸清当地非
法采砂人员情况，加强教育，积极引
导本地采砂人员另谋职业。落实辖

区内船厂违规改装采砂船、采砂机
具和沿江砂场销售非法来源砂石的
清理整顿工作。

六、禁止所有船舶修造厂为非
法改装采砂船和采砂机具提供技
术、人力和场地等条件；禁止沿岸砂
场经营非法来源的砂石；禁止所有
过驳吊机违规过驳非法来源的砂
石；违者，一经查实，依规严处。

七、举报电话：市政府12345热线

镇江市禁采江砂工作领导小组
2017年12月24日

12月 21日上午 9点 30分，
湖北鄂州的余先生来到市救助
管理站。原来，他今年来江苏打
工，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靠打零工生活。最近，他一直没
有找到工作，眼看身上的钱全部
花完了，生活没有着落。在市内
临时救助点工作人员的告知下，
他来到了救助管理站寻求帮助。

在接到余先生的求助后，
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进行
了详细了解和登记，并询问受
助对象自己的意愿。余先生当
即表示，临近年末，他想回家，
越快越好，但身上已经没钱购
买车票。工作人员立即为他订
购了返乡车票，提供去车站的
公交车票钱。看着余先生衣着
单薄，工作人员为他拿来了全
新的保暖衣物和棉鞋。由于余

先生急着赶车，工作人员又送
上方便面和纯净水，帮他解决
途中的饮食问题。余先生当即
穿上了冲锋衣，向工作人员再
三表示感谢后离开。

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黄志
强告诉记者，作为政府保障的
最后一道防线，救助管理站面
向全社会提供托底救急服务，

“救助管理站实行 24 小时全天
工作制，如果有求助人员上门，
工作人员会在救助大厅接待并
登记，通过甄别，结合受助者自
身的意愿进行救助。”黄志强表
示，像余先生这样受助后立刻
离开的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
受助人员因为各种原因会暂时
停留在救助管理站。为竭尽所
能为救助对象提供帮助，市救
助管理站本着“自愿受助、无偿
救助”的原则，按照“管理精细
化、服务人性化”的目标，为受
助人员提供安全、卫生、温馨的
环境，在住宿、就餐、洗浴等方
面为他们打造一个温馨的临时
港湾。

在黄志强的引导下，记者
参观了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
理站内，设有成年男子、成年女
子、未成年男性、未成年女性四
个区域，按年龄和性别将受助
者进行分隔，每个区都独立分
开，配有洗手间和浴室，提供 24
小时热水，每个房间都安装了
空调和电视。

除了坐等困境人员上门求
助外，市求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每天主动上街巡查，对街面流
动乞讨人员进行劝导，与公安、
城管等部门开展合作，实施主
动救助。

由于市救助管理站实施临
时救助的期限一般为 10 天，对
于一些身患疾病，精神、智力存
在障碍，短期内没有办法找到亲
人的受助对象，市救助管理站将
他们安排在托养机构进行临时
性托养，指定专人负责。

在受助对象中，有一部分是
患病人员，市救助管理站在全市
设立三家定点医院，对站内、托
养机构、街面巡查遇到的患病受

助人员进行救治。
“今年，救助管理站已对

1800 人次受助人员进行救助。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每年的救助人数也在呈现逐年
下降的趋势。”黄志强介绍道，这
1800人次里面既有务工不着、寻
亲不遇、被盗被抢的需要应急救
助的困境人员，也有“路倒”、街
头醉酒人员，更多的是流浪乞讨
人员，还有困境中的未成年人。
为做到主动施救，民政部门还在
市内设置了 30 个临时救助点，
实现市区全覆盖，及时发现需要
救助的各类人员，今年临时救助
点成功救助了41人。

■记者手记：
让每一个生活无着的困窘

者得到救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良心和底线。作为托底救急的
最后一道防线，市救助管理站每
年救助各类临时困难人员数以
千计，有效保障了临时困难人员
的基本生活和权益，诠释着国家
良心和底线。

“尊敬的检察官，我和小杰
（化名）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在双方父母支持下，我们原定于
今年择日举办婚礼。但当我还
沉浸在自己的小幸福里，今年3
月，小杰却因为涉嫌犯罪被逮
捕。我希望检察官看在小杰没
有任何前科且系初犯的情况下，
能够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也给
我们这对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
80后年轻人一次机会。”

这是京口区检察院刑事执
行检察科科长吕真收到的一封
信中的内容，来信人正是小杰
的准新娘花静（化名）。

原来，小杰因涉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眼看婚期临近，面对
自己家中年迈的父母和病重
的准公公，花静向检察官发出
这封信，并委托律师向该院申
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收到羁
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后，京口区
检察院根据相关规定，立即启
动相关审查工作。鉴于小杰

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社会
危险性较小，对小杰变更强制
措施不会影响刑事诉讼活动
的顺利进行，该院依法向办案
部门发出了变更强制措施建
议，建议对小杰采取取保候
审，得到了采纳。日前，小杰
与花静如期完婚。

据悉，今年下半年，京口检
察院在 1 周内连续成功办理 3
起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既保
证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
行，又切实维护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根
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至法院
作出生效判决前的整个羁押期
间，检察机关依职权或者依当
事人申请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
查，以确定被羁押人是否应当
继续羁押，如认为不需要继续
羁押的，应当依法建议有关部
门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
施。”吕真告诉记者。

普法送温情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近日，在冬日暖阳下，丹
徒区乐健义工服务中心的普法志愿
者开展“同在蓝天下，共圆小康梦，普
法送温情，服务暖人心”活动。

活动中，大家针对农村部分地区
未批先建、乱搭乱建、损害环境、破坏
水土保持的不良行为，创新社会组织
公益普法服务，把学习宣传十九大精
神和法治惠民、为民结合起来，把志愿
普法服务和兴农助老送温暖结合起
来，加印了学法、守法、保护国土、保护
环境、共建共享、法治丹徒普法宣传语
的挂历送到部分老党员、种田大户、烈
士家属、失独家庭、空巢老人家中。宣
传土地承包到期 30年不变的好政策，
宣传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振兴农村战
略。种田大户凌习方说：“党的好政策
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新的一年，我要调
整农业结构，种出更好农产品，卖个好
价钱，把小康日子越过越好。”

（孔勤 凌兵兵 赵玉龙）

火车站调解排队纠纷
意外揪出在逃嫌犯

本报讯 日前，镇江站派出所民
警孙浩在镇江站南广场巡逻时，发现
一名女性旅客正与他人因排队问题
发生纠纷。见民警前来调解，她反而
神色慌张，说事情是自己的问题，主
动向争吵旅客道歉。

据警方介绍，该女子的反常举动
立刻引起了孙警官的怀疑，孙警官先
稳住该女子要求其到民警值班室配
合了解事情经过，该女子立刻表示要
赶火车,马上要来不及了。孙警官查
看了她的车票，是 12点 40分镇江到
上海虹桥的车票,距离开车尚有 1个
小时，该女子持续不配合的行为大大
印证了孙警官的猜测：该女子一定有
问题!

在孙警官的一再要求下，该女子
才极不情愿地跟着孙警官来到了值班
室。经身份比对该女子王某，47岁，扬
州广陵人，竟是一名公安部网上通缉
的逃犯，今年初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上千万元从事非法活动，被扬州市开
发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在逃，被网
上通缉。一直小心谨慎的王某火车票
也是用他人身份证购买的，没想到一
次小小纠纷被民警火眼识破。

王某被带到讯问室继续盘问时，
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她突然瘫倒在
地上，并称自己心脏病发了。在场民
警杨警官立刻为其服下了速效救心
丸并迅速拨打了 120急救中心电话，
很快将王某送到了康复医院治疗。

经抢救王某脱离了危险。王某自
称自己患有轻微心脏病，当时一进派出
所，就想到了法律制裁种种后果，一紧
张没想到心脏病居然发作了。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韩磊)

盗窃时患心境障碍
法官酌情从轻判决

本报讯 近日，句容法院审理一
起被告人因盗窃他人财物时患有精
神疾病而被法官从轻判决的案件。

今年 27岁的宋某系外地来句打
工人员，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语。
由于家庭条件较差，初中便辍学在外
打工。外面美好的世界与自身的尴
尬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得宋某
的内心变得自闭起来。再加上工作
的不顺心，领导的责骂，同事的嘲笑，
宋 某 始 终 没 有 走 出 自 卑 的 阴 影 。
2017年 5月，为了改变自己的性格，
宋某来到句容某服装厂打工，然而工
作环境的改变并没有让宋某走出抑
郁的困境，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经法官审理查明，6 月 20 日下
午，被告人宋某来到句容远房表姐家
中做客，寒暄之后便独自一人来到表
姐的卧室里玩起了电脑游戏。当他
看到桌上有一把钥匙，便试着打开了
其中的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很多足
金的首饰，宋某一把抓进了自己的口
袋。半个小时后，宋某趁表姐不注意
从家中不辞而别。直到第二天上午，
表姐准备整理抽屉东西时才发现一
共价值8000多元的首饰不翼而飞，便
怀疑宋某所为，于是立马报警。当民
警找到宋某时，宋某很平静地向警方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最终，经市某医院司法鉴定所鉴
定：被告人宋某系心境障碍，属限定
刑事责任能力。法官审理认为，被告
人宋某属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可从
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宋某归案后认
罪态度较好，能自愿认罪，确有悔罪
表现，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
六个月，缓刑三年执行。

（景泊 王子旗 吴军雷）

心情郁闷吸毒
交通违法被查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交警高速二
大队民警在处理一起驾驶证过期的交
通违法时，看见司机神色不自然，通过
查询发现其有吸毒史，便对其进行快
速检测，结果尿检呈阳性。民警依法
将其移交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上党派出
所，昨天，司机邬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10日。

当天下午，市公安交警高速二大
队民警在违法接待室处理一般程序交
通违法，司机邬某神色极不自然。民
警查看他涉嫌的案由为“驾驶人在机
动车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非营运
汽车”，按照通常情况不会有如此反
应。于是，民警一边稳住他，一边上网
查询其个人资料，竟然发现其在 2016
年因为“吸毒”被处理过。于是两名民
警对他进行盘问，一名民警找来快速
检测试剂，经过检测，其结果呈阳性，
经过询问，当事人邬某承认19日晚因
为心情郁闷在家中吸食冰毒的事实。

（景泊 仇建新）

关于深入开展打击长江镇江水域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求助人员的温馨港湾
本报记者 姜 萍

审判前的特殊婚礼
谭艺婷 吴若曦 沈承智

昨天，据市民反映，在新区四平山路向左转弯进入绿蒲路
路口交通指示标志牌为左转，而地面指示为直行加左转，不少
车辆行驶到该路口无法辨别，希望有关部门及时统一标志，以
免让驾驶人不知所措。 马镇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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