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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壁

反映：有网友问，购房时已配套买了停车
位，还要交付汽车停放费是否合理，具体收费
标准是多少？

发改委回复：是可以的。根据启东市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启政规［2016］3号）文
件精神，汽车停放费主要用于车位、车库的公
共设施设备运行能耗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
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税费等，其价格实
行政府指导价。目前启东汽车停放费标准：室
外共有车位100元/车位/月；室内专有和室内
专用车位50元/车位/月；机械车位60元/车位/
月，上浮最高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

反映：有网友问，去超市购买保健品，发现
包装盒与货架上存在两种标价，到底采用哪种
价格结算？

发改委回复：根据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江苏
省明码实价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七条规定“生
产商在商品外包装上印有商品价格的，经营者
应当按照本规定使用标价签标示价格，如果标
示价格与包装印刷价格不一致的，经营者应当
将印刷价格除去。”如果覆盖或者去除印刷价格

明显影响商品外观和有损商品完整性
的，经当地价格部门认可，可以保留，

但是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外包装
上的印刷价格。

邮政局 10月27日将走进启东人民广播
电台调频 FM106.3 兆赫《12345·政风行风热
线》节目。10月20日—10月27日将参与“启吾
东疆”论坛“在线交流(12345·政风行风热线)”
网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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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 黄晓燕 董飞男

10 月 7 日，市民钱先生拨打
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北新镇安
联村20组村委会办公室前方道路因
维修水管开挖后迟迟没有修复，影响
村民出行。

钱先生说，他是北新镇安联村20
组的村民。半个月前，因自来水总管损
坏，安联村20组村委会办公室前面的

中心路路面被挖开，进行水管维修。水
管维修完毕后，路面一直没有修复平
整，导致车辆等无法正常通过。有村民
联系过供水站，供水站回复待天气转
好后会派人修复，但迟迟没有工作人
员前来修复。“若不能及时修复成水泥
路面，至少也先用泥土将路面恢复平
整，让村民能够正常通行。”钱先生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
市住建局接到钱先生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相关情况进行
了核实，并与钱先生作了沟通。由于
国庆期间连续下雨，工作人员未及时
修复路面，10月8日天气转晴后，北
新供水站维修人员已将路面修复完
毕。钱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道路开挖后迟迟未修复
住建局住建局：：已修复完毕已修复完毕

10月10日，市民王先生拨打
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王鲍
镇吕久公路九令殡仪馆西侧桥南
路面上尽是碎玻璃，影响出行。

王先生说，当天上午他驾车
通过吕久公路西侧的小桥时，桥
南侧路面上都是啤酒瓶的玻璃
渣，密密麻麻铺了一地。“车辆来
来往往容易扎到轮胎，行人经过
时，特别是小孩子，一不小心就会

被碎玻璃割破脚，这些碎玻璃不
及时清理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
患。”王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
进行清理。

市交通局接到王先生的反映
后，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
确认情况属实。该局立即通知公
路养护公司派工作人员前往清
扫，现已清理完毕。王先生对此表
示满意。

为迁移户口获取拆迁安
置补偿

他竟托人伪造
《房屋所有权证》

本报讯 得知迁移户口能获得拆迁安置补偿，
男子马某某动起了通过伪造证件迁移户口的歪脑
筋。日前，市人民法院对马某某犯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罪案作出一审判决，马某某被处拘役5个月，缓
刑6个月，并被处罚金5000元。

2016年7月，马某某获悉将其本人户口迁至其
岳母户口所在地能获得拆迁安置补偿后，心生歪
念，决定通过伪造房屋所有权证的方式办理户籍迁
移手续。通过在网上搜索，当月25日，马某某联系
他人伪造了一本由市人民政府登记、市房屋产权监
理所填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

2017年1月20日，马某某持上述伪造证件到
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了户籍迁移手续，将其户籍由
原籍南阳镇迁至汇龙镇。2月20日，马某某在接到
公安民警电话后，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马某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其
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应追究刑事
责任。综合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市法院对其作出
上述判罚。 （王天威 倪栋威）

江苏2018年高招艺术统
考时间公布

我市美术类考生
考点在苏州大学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考时
间和考点已经确定。

美术类专业统考定于2017年12月2日进行，
全省共设7个考点，我市考生参加统考的考点在苏
州大学。

音乐类专业统考笔试定于2017年12月3日进
行，面试自12月5日起进行。其中，笔试考点设在南
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面试考点设在南京师范大学
随园校区。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考笔试定于2017年12
月9日进行，考点设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面
试自12月11日起进行，考点设在南京师范大学随
园校区。 （王天威）

本报讯 入秋以来，珍稀鸟类频现
启东。继10月5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凤头蜂鹰”后，10月13日

我市再次飞来一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绿鹭”。

10月13日晚11时，车之翼
店主张杰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
长嘴鸟落在店门口飞不起来。
该鸟外部无明显伤痕，精神状
况较差，拉肚子较为严重，无法
站立。鸟的体型较小，爪子很长

呈绿色（见图），出于保护野生动
物的责任心，张杰对其进行了简单救

助，及时通过12345热线电话向市林业
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

10月14日下午，市农委派工作人
员将其送往南通市林业局野生动物救
助站（文峰公园南通动物园）。经专家鉴
别，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绿鹭”
的幼鸟，是体形较小的涉禽（在水边生
活的鸟类），在启东很少发现。绿鹭栖息
于山区沟谷、河流、湖泊、水库林缘与灌
木草丛中，以鱼为食，也食蛙、蟹、虾、水
生昆虫和软体动物，绿鹭部分迁徙，
部分为留鸟。在我国长江以南繁殖的
种群都为留鸟，长江以北繁殖的种群
都要迁徙。通常在4月中旬到4月末
迁徙至北方繁殖地，9月中旬到9月末
离开东北繁殖地迁往南方越冬地。绿
鹭被列入国家林业局2000年8月1日

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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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推测，此次救助的绿鹭极有可能
是在南迁途中因天气变化剧烈身体不
适所致。目前，经专业人员查看病情后
进行及时救治，这只绿鹭的病情已稳
定，能够站立并可短暂飞行。

“十二五”期间，我市生态林业建
设快速发展，五年新增成片造林10万
多亩，林木覆盖率从2010年13.46%
上升到2015年23.11%。随着我市生
态林业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效果显
著提升，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启
东出现。 （王天威）

10 月 2 日，市民范先生拨打
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家中的网
络电视出现了故障。

范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白港村
18组村民。前段时间，家中的电信网
络电视突然出现了故障，由于自己不
会修理，遂于9月28日前往大兴镇电

信营业厅报修。工作人员承诺会及时
上门进行修理，但等了好几天，迟迟
未有工作人员前来修理。无奈之下，
范先生拨通了12345热线，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及时处理，让全家人早日看
上电视。

电信公司接到范先生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查实
范先生家的电信网络出现故障系用
户私自移动机顶盒，造成连接线插
错，并不存在线路故障。电信营维员
后对线路进行了调整，范先生家的网
络电视现已正常使用。范先生对此表
示满意。

网络电视故障无人修理
电信公司电信公司：：已派人处理已派人处理

珍稀鸟类频现启东

我市发现一只“绿鹭”幼鸟

路面有玻璃渣影响出行
交通局交通局：：已清理完毕已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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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正规婚
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会
委托创办，使有情人相识、相知、
相爱！现有千名单身贵族期待您
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QQ：1007031929
微信号：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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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转
位于和平中路661号，

蛙 sai 特色主题干锅餐厅，
整体转让，安全、工作设施齐
全，接手即可营业。转让费
22万元（含大半年房租）。

电 话：18751883885
17778733877（刘先生）

宏达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企业搬

迁、大 件设备搬运、红
木家具搬运 等。争创行
业明星、力争服务标兵。
电话：13776920637

▲蒋俊杰遗失中国人民共
和国执业药师注册证一本，注
册号：321215060006，资格证
书号：zy00290000。声明作废。

▲惠萍镇惠安村李玉平商
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一
份，证号：320681100723。声明
作废。

遗失启事

诚招
启东邮政因业

务发展需要，诚招城
区小包专投员数名，
高中以上文凭，男
45周岁女40周岁以
内。有意者请联系李
先生。
电话：15862833660

房产信息
凯洪房产特价房

45万起，产权房，可做按
揭贷款。
购房热线:18068156107

维权找周亿
服务零距离
南苑中路428号

（启东法院西侧）

电话：83748888

18068157771

周
亿
律
师

®

注册商标

“双色球豪礼相送”
10辆宝马100部手机等你来

详询各福彩站点

超级足彩季 3亿大派奖
超级足彩季，3亿大派奖，头奖最高1000万，

派奖日期2017年9月11日~12月17日。详情见各
体彩站点内海报。

启东市体彩中心

父母养老，何处放心
——首选聚南护理院

聚南护理院是南通市首家集医疗、养老、护
理、康复为一体的公立医养结合型新型养老机构，
设施一流，服务周到，价格合理。（空调+彩电+电
梯+独立卫生间+24小时贴身陪护+随时医疗保
健）欢迎咨询参观试住。

地址：启东市上和合镇南首
垂询电话：袁先生18962898358

葛先生18106288360

2017年市委
第三轮巡察公告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和《中共启东
市委关于加强市委巡察工作的实施意见》，经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自2017年8月31日
起，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吕四港镇开展巡察，市委第
二巡察组对东海镇开展巡察、对启隆镇开展“回头
看”，市委第三巡察组对王鲍镇、合作镇开展巡察，
市委第四巡察组对惠萍镇开展巡察。现公告如下：

此次巡察的重点是：强化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和执行《廉洁自律
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帮结派 等问题；违
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
题；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
以及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违反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搞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其他需要了解
和掌握的情况。

市委各巡察组在驻点巡察期间接受信访举报，
设置巡察举报箱。

第一巡察组举报电话：18051653802；第二巡
察组举报电话：15370626310；第三巡察组举报电
话 ：15370627106；第 四 巡 察 组 举 报 电 话 ：
18932209378。

市委巡察办举报电话：0513-83306552。
信件举报地址：启东市行政中心纪委1033 室

（市 委 巡 察 办），邮编 ：226200。
中共启东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17年8月31日

招聘启事
南通安捷机械有限公司因扩大生产，现

需一批电焊工、折弯钣金工，装配工、钳工、
激光操作工（女）。工资待遇优厚。

地 址：汇龙镇富源路280号
电 话：15190907586（吴女士）

讣 告
原政协启东市第八、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倪

国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9日
上午8:00在启东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6岁。

现定于10月21日上午10:00在启东市殡
仪馆8号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政协启东市委员会
2017年10月19日

10月18日，市特殊教育学校烘焙班的学生们，
用心做出“迎十九大展新未来”蛋糕，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献礼十九大。 曹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