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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房
开来华府多层，五

层加六层，共200㎡，另
加车库15㎡，全品牌装
修，售148万。

电话：13228823912

本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
家协会委托创办，通过搭建
两座平台，使有情人相识、相
知、相爱！现有千名单身贵
族，期待您的海选！

周末Party活动，免费报
名火热进行中……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83816600 QQ：1540904806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定制您的专属幸福
本会所是启东规模最大，最正

规最专业，成功率最高的婚恋机构
（网络平台+红娘一对一婚配）。常年
举办上海、南京相亲专场，每月开放
爱情超市。
地址：启东市环球大厦1016室
电话：83657388 QQ：2804284522
网址：www.hdjyhs.com

启东红豆婚恋会所

2016年度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考前培训班报名通知

启东市财政局举办的2016年度第
二期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班开始
报名。

报名时间：8 月 15日至 9月 30日
（双休日除外）。

报名地点：汇龙镇建新路24号财政
局6楼。

中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加奖促销，8
月18日至9月16日，中25万元送5万元。

地址：润福路 58 号（汽车站西润福
大酒店南侧）

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豪门盛宴”上市
“豪门盛宴”，最高奖项25万！刮“豪门盛

宴”，还有5000元豪礼等你来赢！
详情咨询体彩各站点

尊敬的个人客户：
为更好地为您提供便捷的金融服

务，提升资产信息变动隐秘性，并避免伪
基站、诈骗短信等给您带来的资金风险，
我行将对个人客户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
醒发送方式进行调整。自2016年8月1
日起，停止提供借记卡和活期存折账户
免费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方式服务。如您
需要免费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可通过下
载注册我行工银融e联，免费定制基于
融e联的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如您仍需
短信方式提醒服务，敬请定制工银信使
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服务并按期缴纳短信

信使服务费。如您与我行订立的免费工银
信使余额提醒短信服务协议尚在协议有
效期内，原有短信提醒服务至协议有效期
届满时为止。自2016年8月1日起，停止
发送信用卡人民币交易金额300元以下
（含）的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改由通过融e
联信息发送。敬请登录我行官网www.
icbc.com.cn下载安装融e联手机客户
端，尊享免费、便捷、安全金融服务。相关
咨询，请致电我行服务热线95588，或就
近前往我行网点。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关于调整个人客户工银信使
余额变动提醒发送方式的通告

通 告
因启东市汇龙镇公园北路（紫薇路~中央大

道）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安
全，对公园北路（紫薇路~中央大道）快车道实施
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限为2016年8月30日起至
2016年12月31日止。敬请过往车辆绕道行驶，注
意安全。特此通告。

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9日

遗失启事
▲启东市豪顺铁艺装潢门市

部遗失南通飞鹤汽运集团有限公
司收据一份，号码：0026280，金
额：5115元。声明作废。

▲启东市东方粮运有限公司
进口汽车修配厂遗失江苏省行政
事业单位结算凭证一份，号码：
00570472。声明作废。

本报讯 凉风习习，白
云飘飘。刚刚过去的这个双
休日，难得的清凉好天气，
不仅让我市有了点秋的味
道，也给大伙带来了好心
情。处暑节气一过，这“秋老
虎”的脾气也好了不少，温柔
了许多。

处暑过后，距离气象意
义上的入秋还有一段时日，
因此还不能完全表示炎热终
止。本周，我市仍以晴到多云
的天气为主，基本上可以不
考虑有降水。本周最
高气温32℃左右，最
低气温 20～21℃，
一周平均气温约为
26℃，比历史同期略

偏高。本周低层大气及地面
扩散条件好，我市空气质量
继续保持良好状态。专家提
醒市民多开门窗，少开空调，
多进行户外活动。

今起三天具体天气情
况：8月30日，晴到多云，气
温20～30℃，北到东北风3
到4级；8月31日，多云，气
温21～32℃，西南风3到4
级；9月1日，晴到多云，气
温23～32℃，南到西南风3
到4级。 （刘嘉怡 黄诚）

本报记者 黄柳凯

“今天社区睦邻站有义诊活动，我们去体检吧！”
“好啊，王阿姨前段时间心情不太好，我就拉她到

睦邻站里参加了种植盆栽、厨艺比拼等活动，现在她
的心情开朗了不少。有时候她还会主动到睦邻站唱唱
跳跳，和人家一起聊聊！”

“这社区睦邻站啊，真为咱居民提供了聊天议事、
娱乐健身和邻里活动的好场所！”

原来，他们口中的“社区睦邻站”就是汇龙镇北城
区街道万豪花园近年来积极培育和发展的一个特色
品牌。社区睦邻站察民情、应民意、聚民心，让居民的
困难在“睦邻站”得到化解，让广大党员在“睦邻站”发
挥作用，让党的声音在“睦邻站”传播。

睦邻站是邻里和谐的温馨站。社区以“邻里识、邻

里颂、邻里情、邻里帮”为依托，积极开展睦邻活动。每
逢节日，睦邻站里就忙活开了，大家报名的报名，准备
的准备，热闹非凡。这不，今年六一儿童节，站里开展

“童心飞扬，我爱六一”亲子活动，有30多对家庭报名
参加活动。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配合默契，一组一个
小桌子，开始做起了节日蛋糕。活动中不仅小朋友之
间玩开了，父母之间也熟悉起来了。社区居委会还把
部分蛋糕送到了小区里困难家庭的孩子手中。端午节
里，二三十个居民又不约而同地到睦邻站里参加包粽
子比赛。大家各显神通，比速度，比花样，交流学习，

“姐妹”相称，好不热闹。随后，大家又把包好的粽子分
给社区里的孤寡老人。

睦邻站是精神慰藉的开心站。针对“邻里纠纷越
来越多，调解越来越难”的实际情况，社区在调解矛盾
纠纷工作上下足功夫，将居民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避免了各类矛盾的激化。原先，社区里有一对老夫
妻总是闹矛盾、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五十多岁的
刘阿姨甚至有一次生气的把老伴关在门外，不给他进
家门。当居委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进
行耐心调解，睦邻站的志愿者们更是想了很多办法，
多次进行沟通和疏导。如今，这老两口不但和好如初，
也主动加入了睦邻站志愿者的行列。退休教师彭雅兰
不仅是社区的网格员，也是睦邻站的积极分子、社区
的金牌调解员。哪家有困难了她总是主动上门，热心
服务，为独居老人买菜，关心生病的困难户，帮助残障
家庭的儿童。

睦邻站还是社区党群组织的议事站，居民娱乐健
身的集聚站。睦邻站的设立，给社区带来了新的生命
力，以居民需求为根本，以社区资源为基础，以品牌效
应为目标，万豪花园社区的睦邻站之花将越开越艳丽。

万豪花园社区以“邻里识、邻里颂、邻里情、邻里帮”为依托，积极开展睦
邻活动——

小小睦邻站 浓浓邻里情

本报讯 9月1日，我市中小
学、幼儿园将迎来秋季新学期。
记者日前从市教育、发改部门获
悉，2016年度秋季中小学、幼
儿园收费标准已明确。按照规
定，义务教育阶段实现“零收
费”，除向自愿入伙的学生收取
伙食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

据悉，今年秋季我市招生的
高中共有启东中学、汇龙中学、吕
四中学和第一中学4所，这4所学
校的收费标准均为840元/生学
期。高中高一年级收取教材费
360元、作业本费80元、社会活动
实践费50元，高二年级收取教材
费510元、作业本费80元、社会
活动实践费50 元，高三年级收取
教材费100元、作业本费80元。

幼儿园收费标准方面，我市
公办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费、住宿
费、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省优质幼儿园350元/月，南通市

优质幼儿园260元/月，省合格幼
儿园200元/月。民办幼儿园的收
费项目参照公办幼儿园设置，具
体的保教费、住宿费、服务费标准
可对应参照公办幼儿园的等级收
费标准执行，也可按照不以营利
为目的原则，由民办幼儿园依据
各自的办学成本确定。

同时，为鼓励创优，对设施设
备好、教学质量高的幼儿园可实
行上浮，具体实施由幼儿园提出
申请，经市教育局认定，报市发改
委同意后执行，上浮幅度不得超
过15%，下浮不限。

市发改委特别说明，服务性
收费及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
营利原则，学校要以书面形式告知
学生家长，经同意后方可实施收
费；严格落实按学期按实结算的规
定，学校要在学期结束后15日内，
向市发改、教育部门报送代办费结
算、清退情况。 （王天威 倪婕）

本报讯 3个崇明男子萌生了发财的歪点子，
跑到启东偷捕野生鸟类，60来块钱一斤卖给饭店。
8月26日，连兴港边防派出所破获了一起非法捕

杀贩卖野生动物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查
获被捕杀的野生鸟类共计1075只，其中包括

黄雀、八哥、喜鹊、斑鸠、麻雀等（见图）。另
外，在嫌疑人捕猎的地方又找到刚刚

被网住的野生鸟类30只。
据该捕猎团伙交代，他们在野

外野生鸟类容易聚集的地方布上
丝网，将一块地方四周圈起来，每
一边平均有9层网，然后在中间
的区域放置虫子作为诱饵，又用
录音机播放事先录好的鸟叫声，吸
引鸟儿飞来吃虫子，等到鸟儿吃完

虫子后，离开时需要一个横向起飞的
动作，而这时，就会扑上此前早已准备好

的丝网，再难脱身。
经了解，这些丝网极细，肉眼难以辨认，而且

粘性极强，普通的鸟类撞上去就像撞上了大型的
蜘蛛网，被网丝缠住，无法脱身。民警经过实验发
现，即使有人为帮助，在不切断网丝的情况下也不
可能将鸟儿从网上救下来。

经过审讯，该团伙成员均交代了犯罪事实，并
承认，他们猎捕这些鸟是为了卖给那些高价收购
的饭店作为食材，平均一斤可为他们谋取60元以
上的暴利。

据了解，这个犯罪团伙内的3人周某、菜某、陆
某均是上海崇明人。据他们交代，因为上海那边对
野生鸟类的保护比较严格，对非法捕杀野生动物
的打击密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就跑到了启东来
进行偷捕。

黄雀、麻雀、八哥、喜鹊等野生鸟类均被列入
国家“三有”保护鸟类，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同时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红色濒危
物种，只要捕杀，就构成违法犯罪。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像麻雀等这一类野生鸟
类，非法捕捉和贩卖20只以上就会构成刑事犯
罪，100只以上就属于特大案件。目前，周某等
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
的制裁。

（张浩卿 黄晓燕 王天威）

本报讯 国家质检总局颁布
的新版《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
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16年9月
1日施行，对比老办法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启东检验检疫局提醒
相关进口企业引起足够重视。

即将施行的新管理办法，与
旧管理办法相比，章节、条款和内
容更丰富，可操作性更强。而对于
进口企业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主
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进口国必须在准入范
围之内，将会被拒绝进境；

第二，所有境外企业均需在
质检总局注册登记，并且输出国
家或地区相关监测结果需符合检
验检疫协议规定、中国强制性标
准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制定标准的
要求；

第三，不同养殖场或者捕捞
区域的水生动物应当分开包装，
不同种类的水生动物应当独立包
装，必须能够满足动物生存和福
利需要；

第四，进境水生动物自输出
国家或者地区出境后中转第三方
国家或者地区进境的，收货人或
者其代理人办理检疫许可证时应
当详细填写运输路线及在第三方
国家或者地区中转处理情况。进
口企业在申请许可证时，漏填任
何一项内容，许可证都会被总局
否决；

第五，进口企业需提前与由
质检总局指定的香港检验机构沟
通，申请中转检验，避免中转检
验影响航班，进而影响贸易。

（钱爱仁 张皓 陈凯）

8月28日下午，武警启东市中队组
织即将退伍的老兵来到结对帮扶的明
珠新村社区居民家中开展最后一次志
愿服务活动。

6 位即将退伍的老兵为老人打扫
卫生，并与老人合影留念。他们还拿出
自己的一日津贴，为患病困难家庭送
上慰问金。 姜新春 王倩摄

秋季中小学幼儿园
收费标准明确

进境水生动物有新规，检验检疫部门
提醒企业

关注新版办法
规避进口风险

本周天气晴到多云
最高气温32℃

密网捕千只野鸟欲贩卖
三男子落网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