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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一、拍卖标的：镇江英菲尼迪鞋
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人造毛、绒布、人
造绒等。

具体包括：人造毛7,582.04㎡，绒
布 4,951.50㎡，人造绒 9,367.00㎡，兔
毛绒 12,890.50㎡，棉拖鞋 972.00 双，
棉鞋 210.00 双，鞋底（塑料）4,852.00
双，鞋底（胶底）1,840.00双 。
起拍价：44.24万元，评估价：78.99万
元。保证金：8万元，增价幅度：4000
元。

二、竞价时间：2018年 7月 19日
10时至 2018年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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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拍卖或撤
回拍卖。本院变更拍卖时间的，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重新公告。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节
假日除外）。

本拍品已委托江苏快拍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
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
等工作（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快
拍嘉公司统一安排），联系电话：
4009629877、17397957971 或搜索并
访问“快拍嘉”网站自助预约，也可关
注微信公众号“快拍嘉”自助预约看
样。

四、拍卖方式：设保留价增价拍
卖，不到保留价不变。

五、拍前竞买人支付宝账户中应
有足够余额支付保证金，竞买人第一
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
报名缴纳保证金，系统将自动冻结该
笔款项。竞买人务必仔细阅读拍卖
须知。

六、咨询电话：0511-85319056
（ 贺 法 官 ） 、 4009629877 或
17397957971（江苏快拍嘉）

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新区银河
路100号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七、监督电话：0511-85319061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http://www.rmfysszc.gov.cn）”查询。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一、拍卖标的：镇江市大港金港
花园7幢第1层104、105室，建筑面积
合计 177.93㎡，其中 104 室建筑面积
102.12m2，105室建筑面积75.81m2。

起拍价：128.275 万元，评估价：
183.25 万元（104 室 105.17 万元，105
室 78.08万元）。保证金：25万元，增
价幅度：6000元。

二、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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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日 10时至 2018年 9
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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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拍卖或撤
回拍卖。本院变更拍卖时间的，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重新公告。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节
假日除外）。

本拍品已委托江苏快拍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
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
等工作（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快
拍嘉公司统一安排），联系电话：
4009629877、17397957971 或搜索并
访问“快拍嘉”网站自助预约，也可关
注微信公众号“快拍嘉”自助预约看

样。
四、拍卖方式：设保留价增价拍

卖，不到保留价不变。
五、拍前竞买人支付宝账户中应

有足够余额支付保证金，竞买人第一
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
报名缴纳保证金，系统将自动冻结该
笔款项。竞买人务必仔细阅读拍卖
须知。

六、咨询电话：0511-85319085
（ 曹 法 官 ） 、 4009629877 或
17397957971（江苏快拍嘉）

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新区银河
路100号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七、监督电话：0511-85319061详
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http://www.rmfysszc.gov.cn）”查询。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拍卖标的：
（一）镇江新区赵声路 1 号海德

公园枫丹园 12幢第 4层 301室，建筑
面积118.47m2。

起拍价：41.706 万元，评估价：
59.58 万元。保证金：8 万元，增价幅
度：4000元。

（二）镇江新区大港海德公园檀
香 园 12 幢 0104 室 ，建 筑 面 积
140.31m2。

起拍价：58.359 万元，评估价：
83.37万元。保证金：11万元，增价幅
度：5000元。

（三）镇江新区大港赵声路 1 号
海德公园翡翠园 10 幢第 1-2 层 102
室，建筑面积226.48m2。

起拍价：129.843 万元，评估价：

185.49 万元。保证金：25 万元，增价
幅度：6000元。

二、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8 年 8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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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6日 10时至 2018年 9
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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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拍卖或撤
回拍卖。本院变更拍卖时间的，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重新公告。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节
假日除外）。

本拍品已委托江苏快拍嘉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产的
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
（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快拍嘉公

司统一安排），联系电话：4009629877、
17397957971或搜索并访问“快拍嘉”
网站自助预约，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快拍嘉”自助预约看样。
四、拍卖方式：设保留价增价拍

卖，不到保留价不变。
五、拍前竞买人支付宝账户中应

有足够余额支付保证金，竞买人第一
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
报名缴纳保证金，系统将自动冻结该
笔款项。竞买人务必仔细阅读拍卖
须知。

六、咨询电话：0511-85319085
（ 曹 法 官 ） 、 4009629877 或
17397957971（江苏快拍嘉）

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新区银河
路100号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七、监督电话：0511-85319061详
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http://www.rmfysszc.gov.cn）”查询。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润州区教
育局了解到，针对 2018年汛期雨水
较多情况，润州区教育局四措并举，
进一步加强学校（园）防汛、防地质
灾害、防山洪、防泥石流、山体滑坡、
防溺水、预防交通安全等宣传教育
工作，全面确保校园安全度过汛期。

全面落实汛期安全工作责任。
针对汛期工作特点，提前部署，突出
重点学校、重点部位，制定并落实汛

期安全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落
实工作责任。学校建立防汛工作方
案，及时掌握气象和灾害信息，做好
雷电、防洪、防排水“三防”和组织、
措施、应急预案、物资“四落实”，做
到超前预防、有效应对。

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安排专人负责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做到隐患排查全覆盖；进一步完
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属地街

道和学校应急措施的有效衔接。
开展设施设备安全检查。针对

汛期雨水集中的特点，及时排除校
舍安全隐患，检查教学设备设施，确
保排水管网的畅通，同时加强对学
校周边防滑坡、防雷电、防山洪、防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的预
警和处置。

强化校园安全知识教育。把汛
期安全知识教育作为加强校园安全
管理、预防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师生
生命安全的有效手段，结合学生放
假、返校期间的宣传教育，进行风险
防范、避险逃生知识技能的提示警
示，强调各项安全注意事项。

（孙晨飞 余碧莲 王云苏）

润州区教育局四措并举
做好汛期校园安全防范应对

中国旅游总评榜颁奖
我市2家旅游品牌上榜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旅游委获悉，
日前 2017 中国旅游总评榜颁奖典礼举
行，我市 2家旅游品牌上榜，分别是句容
市文化旅游局获得年度全域旅游推进奖，
句容宝华千华古村“花山古庙会幸福中国
年”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节庆活动。

中国旅游总评榜是业内具有影响力的
奖项，今年的颁奖典礼在吉林延吉举行。结
合2017年全域旅游、“旅游+”、民宿、品牌景
区等旅业热点，总评榜设置了年度全域旅游
推进奖、年度全域旅游创新奖、年度美丽乡
村、年度景区人气奖、年度品质旅行社、年度
最具影响力节庆奖活动、年度旅游营销创意
奖、年度最具特色风情小镇/民宿、年度旅游
新闻、年度旅游集团贡献奖、年度旅游风云
人物等12个奖项共126个奖项。全省共7个
旅游品牌上榜，镇江占据2席。 （司马珂）

放了支架的血管再次堵塞

市一院激光消蚀术
让病人化险为夷

本报讯 心梗患者血管堵塞可通
过放置支架来治疗，可如果放入支架
后，血管再次堵塞呢？近日，市一院采
用激光消蚀术，通过将一根激光导管
从大腿进入心脏血管的病变部位，释
放激光束，消蚀血管内部的病变斑块，
让一名心梗患者化险为夷。该手术为
我市首例。

市民尚先生在 2010年做过支架
手术，然而由于生活方式不佳，放了支
架的血管近日再次堵塞，被家人紧急
送到市一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国辉
试图帮他疏通堵塞血管，然而由于患
者来院前时间拖得太长，血管完全被
堵死，手术无法顺利进行。经过与患
者沟通，张国辉决定采用激光消蚀术
给他实施手术。

记者了解到，激光消蚀术是通过
将一根激光导管送到心脏血管的病变
部位，随后瞬间释放激光束，消除血管
内部的病变斑块，达到疏通血管目的，
从而恢复心肌供血。该手术特别适合
血管再次堵塞，却又不想做搭桥手术
的患者。血管中被激光消蚀打掉的病
变斑块将被粉碎后进入血液循环系
统，会在体内新陈代谢消除，从而减少
斑块量。

“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的饮
食结构变了、思想压力大，心梗患者有
了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我遇到过最
年轻的才20多岁。”张国辉介绍，这位
病人之所以血管严重堵死，就是与他
的生活方式、拖延太久有关。

记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6月底，
市一院心衰中心通过验收，成为全国
首批50家国家级心衰中心之一，这意
味着市一院心衰中心已达到国家级治
疗标准。张国辉说，心衰问题是需要
慢性管理的，长期才能见效。首批50
家国家级心衰中心现已建立统一的数
据库，所有患者的情况将得到统一管
理和检测。 （王露 朱研）

本报讯 作为我市城内金
山湖景区著名水系之一的头道
河，近年来，在市政府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下，生态修复功能进
一步提升，河水进一步返清。然
而近日，不断有热心市民向本报
投诉，位于头道河览金桥段旁一
著名景点“大水车”由于长期缺
乏管理，如今破败不堪，在头道
河风光带处于尴尬境地。昨天，
记者赶往现场一探究竟。

“好好管理，本是一个非
常好的江南特色景点。”多年
前从长江路搬走的市民张先生

去年又搬回老地方了，但是之
前他每天晨练必去的一处老
景点——大水车,却让他感觉十
分难堪：去年，外地朋友到金山
湖景区游玩，傍晚饭后，张先生
特意带他去头道河边，看看“感
觉很有诗情画意”的大水车，没
想到看到的是破破烂烂的场景，
朋友扫兴而归。“我感觉很没面
子，当时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了，
过了一年，还是无人问津。”

“这个景点至少有十年历
史了，现在却没有人管理了。”
昨天上午，记者陪同张先生一
走上长江路的览金桥，就远远
望见头道河边，一座掩于树木
和草丛中的高大古朴的水车。

走近一看，本来制作和设
计精美的大水车由于长期无人

管理和风吹日晒，如今是“满目
疮痍”：油漆几乎全部脱落，水
车主体的木质部分已经腐败脱
落，露出布满红锈的铁轴。而
在水车底部，甚至可以看到若

隐若现的便溺痕迹。
“政府下了这么大功夫去

清理河水，为什么独独忘了河
边的景观。”周边居住的居民对
此很有意见，他们表示，位于不
远处古色古香的览金桥凉亭一
直有相关部门维护和管理，而
当年，政府同样花费巨资修建
的大水车却成了“被遗忘的角
落”。“这里地处金山湖风景区，
理应得到政府重视。”

几经周折，记者最终联系
到该区域目前的管辖单位我市
城市绿化管理站，该站负责人
在派工作人员现场勘察后反
馈，大水车确属于他们的管辖
范围，他们下一步将积极研究
相关方案，及时做出妥善处
理。 （记者 景泊）

十年前精心打造的景点，如今破败不堪

头道河边“大水车”昔日风采何时再现？

近日，丹阳地方海事处在该市水上搜救中心组织开展了油
料泄漏防污水上应急处置演练。演练活动模拟苏南运河南二环
桥水上加油站点发生燃油泄漏请求海事救助。

马震州 殷惠娟摄影报道 市图书馆文心课堂
举办“七彩的情绪”讲座

本报讯 孤独感、失败感、被拒绝
感……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绪会
困扰着大家。怎样释放消极情绪获得积
极情绪？日前，在市文广新局的邀请下，
南京中医药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杜文娟做
客市图书馆文心课堂为大家“排忧解难”。

杜文娟用亲身经历教现场观众如何使
用情绪调节、认知评价调节和行为调节这
三种方法将压力转换为助力，与压力做朋
友。通过设计生活、修炼自身来获得快乐。

“七彩的情绪”系列共4讲，我市阅读社
团的成员、江苏大学的师生以及市民朋友，
共160余人前来聆听。 （陈丽枫 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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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啄木鸟啄木鸟在行动在行动

昨天，市交通海事部门对运输船舶进行燃
油取样。为了做好运输船舶污染防治，市交通
海事部门对过往船舶开展含硫量是否达标、船
舶垃圾是否送交上岸、危化品运输船舶是否报
港报告进行检查。 谢道韫 张爱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