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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国家AA级资质拍卖企业）

接受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开发区星
巷 村 高 楼 村 房 地 产 ，建 筑 面 积 约
1912.85m2，土 地 使 用 权 面 积 约
3455.5m2，起拍价226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5 月 11 日
上午10时。

三、即日起接受咨询并展示，请

有意参拍者索取详细资料并现场查
勘，并持有关证明，交纳相应的参拍
保证金办理参拍手续，报名截止日：
2018年5月10日下午4时。

四、咨询、报名地点：镇江市长江
路9号

五、拍卖地点：镇江市长江路9号
六、联系电话：18921566915
七、网址：http://www.zjauction.net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公
开拍卖活动：2018年6月7日10时至
2018 年 6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8年
6月27日10时至2018年6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
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
一次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华阳镇金
城沁园 5幢 902室住宅房产：建筑面
积 94.11m2，混合结构，住宅用房，普
通装修，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阳台，

所在楼层及总层数：9/12，建成于
2014 年，产权证未办理。一拍起拍
价：73万元，保证金：14万元；二拍起
拍价：58.4万元，保证金：11万元，增
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户名：
句 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
0511-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3，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
列公开拍卖活动：2018年6月7日10
时至 2018 年 6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
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
2018年6月27日10时至2018年6月
2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
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
不再进行下一次拍卖活动。现公告
如下：

拍卖标的：句容市华阳镇南工
路千秋府邸2幢903室住宅房产：建
筑面积 113.64m2，框架结构，住宅用

房，普通装修，所在楼层及总层数：
9/10，建成于 2009 年，产权证未办
理。一拍起拍价：90万元，保证金：
18万元；二拍起拍价：72万元，保证
金：14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
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户名：
句容市人民法院）查阅。电话：
0511-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3，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
公开拍卖活动：2018年6月7日10时
至2018年6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8年
6月27日10时至2018年6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
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
下一次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开发区
崇明西路英伦印象5幢901室及阁楼
住宅房产：901室建筑面积117.76m2，
阁楼建筑面积96.75m2，混合结构，住

宅用房，室内毛坯，所在楼层及总层
数：9/9，建成于 2014年，产权证未办
理。一拍起拍价：118万元，保证金：
22 万元；二拍起拍价：95 万元，保证
金：19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
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户名：
句 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
0511-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丹徒区高资街道京阳路的升级
改造，日前提上了市交通部门的议事
日程。这条通往沿江工业园区的路
修建于10年前，是园区货物运输的主
要进出通道，如今坑洼不平的路面已
无法满足通行需求。而它的即将改
造，是市交通运输局大走访的结果。

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去年大走访期间，该局走访
人员实地了解到，京阳路上各种大型
货车川流不息，道路被碾轧得坑洼不
平，遇上阴雨天，坑洼里积攒的雨水被
飞驰的货车带起，不管谁走过，都是一
身泥。“当地村支书请我们务必想想办

法尽快修路，因为这条路对于整个园
区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

群众有所呼，走访部门必须有所
应。参加大走访的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丁峰当即表示：“请村民放心，我们
回去马上研究方案。”随后，该局有关
处室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将京阳路的
升级改造提前到今年实施，更在此基
础上推出全市农路提档升级工程，计
划在2018年投入2亿元，提档升级农
路 200公里，改造农桥 20座，为乡镇
群众提供更好的出行条件。

京阳路提前改造升级，只是市交
通运输局大走访的成果之一。去年
以来，按照市委部署，全市交通运输
系统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访民情、汇民
智、释民惑、解民忧，目前大走访活动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去年底，市交通
运输局被命名为市级机关大走访先
进单位，并荣获第五届“全国民生示

范工程”奖。
只 有 真 正 地 沉 下 身 子 ，深 入

一线，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
想所需。

市公路处市区管理站支部书记
刘铁山在走访中，遇到一位村民，因
为父母双亡没有依靠，再加上智力发
育不健全而长期存在自卑心理，有劳
动能力却长期在家，思想上也极为悲
观。刘铁山和他促膝长谈了几个小
时，临走的时候两人还互留了微信。
回来以后刘铁山发现他总是在朋友
圈发一些负面的文章，于是每天空闲
时，都会主动找他聊天，询问他的生
活状况，耐心地疏导他、鼓励他。在
刘铁山的关心下，这位村民最终走出
家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截至目前，市交运局共搜集到涉
及交通出行、基础设施、行业管理、社
会民生等方面的问题 200余条。针

对收集到的问题，市交运局坚持精准
施策：出资 10万元为帮扶村建设便
民服务中心，修缮村文化活动室；设
立 30万元的扶贫帮困专项基金，并
为困难群众发放慰问金、慰问品 16
万元；投资90万元建设高炮广告牌8
座。同时，还为贫困户修缮房屋、通
电通水，帮助帮扶对象料理去世家人
后事，协调解决帮扶对象车祸赔偿问
题等个性化的需求和困难。

大走访只有开始，没有终点。市
交通系统内开展各类活动，确保大走
访活动长流水、不断线。针对搜集到
的问题和建议，市交通运输局突出需
求导向，制订交通民生行动计划，推
出畅行公交、路标出新、智能过闸、便
捷船检、运河“清道夫”等 10件民生
实事，投入 10.22亿元，打造高效、便
捷的综合运输服务系统，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求。

脚步丈量民情 实干汇聚民心
——我市交通系统大走访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 曾海蓉

昨天，镇江高专的
200 多名学生踏上市中
心血站的流动采血车，
捋袖献血，奉献爱心，用
义务献血的方式迎接

“五四”青年节的到来。
王呈 陈兴超 徐雅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市少年宫在优
盛生活广场少年宫东校区举行“劳
动最光荣”少儿书法（软笔）现场
赛。现场赛以“劳动最光荣”为主
题，来自市少年宫和青年宫书法班
学员以及丹阳市、丹徒区和润州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68名少儿书法
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比赛现场，孩子们笔力雄健，潇
洒飘逸，一幅幅笔墨酣畅的作品跃然
纸上，“劳动最美”“劳动最光荣”“人
生在勤，不索何获”“勤俭是美德”“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孩子们
用一幅幅书法作品表达了对劳动的
赞美和对劳动者的尊敬，展示了自己
的书法才艺。 （徐小红 曾海蓉）

市少年宫举办少儿书法（软笔）现场比赛

小记者参观规划展示馆
昨天上午，润州区实验幼儿园组织70余名中班的小记者来到市规划

展示馆，开展了“我爱镇江 展望家乡”的主题活动。小记者们兴致勃勃地
参观了展示馆序厅、总体规划模型展厅、专项规划展厅、历史文化展厅等主
题展厅。通过活动，小记者们了解了镇江的历史，看到了家乡的未来，体验
着镇江跨越发展的新成果。 姚利林 光耀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京江学院
读书的盐城籍学子赵海霖从大众公
司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自己的钱包
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原来，赵海
霖在“五一”假期打车时，不慎将钱
包掉在了车上。好心司机发现后，
与公司管理人员一道费尽周折地找
失主，最终使钱包完璧归赵。

5月1日晚，镇江大众出租公司
驾驶员周洪根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收
班回家，第二天清晨，其妻子冯秋香
在进行出车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

后座角落里有一只黑色钱包。钱包
里有数百元现金及银行卡、身份证
等证件。随后，冯秋香先打电话给
公司值班人员报备，并于中午把钱
包交到了公司GPS值班室。

如何将其交还给失主，值班人
员费尽了周折。最后，在钱包的夹
层找到了一张京江学院校园一卡
通，她们随即与京江学院联系，在学
院一卡通办公室与学生处老师的热
心帮助下，终于找到钱包的主人。

（潘晓燕 吕梅 曾海蓉）

学子打车落下钱包
出租公司苦寻失主

本报讯“过去的码头变成了观
景平台，过去的废旧工厂变成了江滨
公园……”前天下午，央视新闻频道
播出了一则社区居民话长江保护的
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这是京口区
四牌楼街道的“百姓名嘴”吕国泰自
拍的一段微视频上了央视，描述了我
市在长江生态保护上的成效。

吕国泰是四牌楼街道“金山理
论讲习所”的“百姓名嘴”，也是江一
社区“康盛剧社”的社长。多年以
来，他用自己的一张嘴，服务着社区
的千万人。他曾经带领着他的“康

盛剧社”，多次登上央视“一鸣惊人”
的舞台，并获得佳绩。

这段漫谈长江保护的视频，用
一个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饮着
长江水的80岁耄耋老人的视角，对
比了长江镇江段的前世和今生，重
温了镇江对于长江镇江段治理的显
著成效。目前，“金山湖”已成为了
镇江的新地标，也成为市民休闲纳
凉、散步健身的新去处，外地游客来
镇旅游的必经之地。此段视频被社
区居民广泛转发，获得了网友的广
泛点赞。 （刘汝彬 岳明珍 林兰）

八旬老人微视频上央视
漫谈我市长江保护成效

本报讯 近日，镇江宝堰实验
小学700多名学生参观了本镇徐巷
村“见义勇为事迹陈列室”，并和见
义勇为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
了解到他们见义勇为的事迹后，学
生们感叹不已，原来身边的叔叔爷
爷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平民英雄！

宝堰镇徐巷村近3年来涌现了

7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他们中年
龄最大的近 80岁，最小的 40多岁，
大多数是农民。为弘扬他们的见义
勇为精神，村里投资50多万元专门
建起了徐巷村“见义勇为事迹陈列
室”，将7名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布
置上墙。

（李国平 王光辉 方良龙）

七百小学生对话身边见义勇为英雄

企惠民
在行动暖暖

（上接 1 版）通过红外线探测行人过
线和语音播报提醒的方式，提醒行人
过街或耐心等待。目前，这项实效极
佳的措施已经在市区各主要路口“遍
地开花”。

2017年，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
停车秩序，缓解上下学期间交通拥
堵，我市交警部门在市实验学校、市
恒顺实验小学周边道路两侧漆画178
个限时临时停车泊位，在上下学期间
家长接送车辆可以在限时临时停车
泊位上即停即走，不允许长时间停车
等候；非上下学时间段禁止车辆停
车。同时，积极协调学校实行错时放

学，避免因车辆和人流过于集中、交
通秩序混乱，而引发交通事故。

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近日晚高峰，学府路路口，臂戴
红袖套，手挥小红旗，90后白领小张
站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交通路口，指挥
着来往行人及非机动车辆有序通
行。“我违反交通法规了，来这里做志

愿者，做 1个小时可以抵处罚。”面对
询问，小张有点不好意思。原来，这
是市交警支队近年来推出的一项交
通管理新举措：义工协勤。对于轻微
交通违法行为，行为人通过参加交通
志愿协勤来充抵处罚。

如今，这种义工协勤又有了升级
版——4月24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京口大队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举行“警企共建”签约暨文明交通共建

路口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结束后，参
与“警企共建”的索普员工就走上共建
路口，配合交警维护交通秩序。

“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单纯的处
罚是不够的。”市交警支队京口大队副
大队长张久召告诉记者，发动群众共
同管理交通事务是形势的需要，也是
交管部门的内在需求，让群众接触交
通管理，了解交通管理，提出合理意
见，可以更好地培植文明交通理念。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
倡导文明交通为主线，策划开展 8次
系列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文明交通知
识，提倡文明交通新风尚。

从“他律”到“自觉” 化“规则”为“习惯”

高专学子义务献血
迎接“五四”青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