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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日12时许，吕四港镇中
心派出所民警在菜园村巡查中，在朱某家宅
场心东南角发现并铲除了10余株已开花结
果的罂粟。5月4日6时许，汇龙镇中心派出
所民警在城东村巡查中，踏查铲除200多株
罂粟……眼下，正是“罂粟”开花结果的季
节。在乡村，还存在极少数人违法种植罂粟
的情况。5月以来，我市警方组织警力走村
入户，对所有村庄展开地毯式排查。截至目
前，踏查铲除了400余株罂粟。

5月7日8时许，南阳中心派出所民
警巡逻至康乐村时，田间杂草丛中十几株
不起眼的绿色球状植物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经辨别，确认是罂粟。随后，民警又在
附近的宅东宅西的田地里发现了一百多
株罂粟，部分罂粟已开出鲜红欲滴的花

朵。尽管有些隐蔽，但红花在绿色的田间
还是颇为醒目。

通过查询，民警找到了50多岁的事
主沈某。面对民警的讯问，沈某如实交代，
其家中养了不少鸡鸭羊等家禽家畜，听说
用罂粟给家畜治病有奇效，特别是对腹泻
非常管用。同时，沈某还表示，她听说罂粟
治筋络痛也很有效，于是她便在宅边上的
地里中了一些罂粟。

民警随即对罂粟进行了铲除。经清
点，总计131株。随后，民警又在沈某邻居
顾某家的房子附近，发现40余株罂粟，一
并进行了铲除。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71
条规定，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涉事人员
将被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目前，相
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从全市各基层派出所了解到，尽管
公安机关一直以来致力于禁种铲毒宣传，
但仍有少数人存侥幸心理偷偷种植罂粟。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缉毒中队负责人告诉
记者，四五月份是罂粟开花的季节，公安
机关利用罂粟开花易发现、易铲除的有利
时机，广泛开展踏查铲毒行动。“种植罂粟
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只要将种子撒在地
里，施一次肥就能存活生长，少数养殖户
甚至相信罂粟能够治疗禽畜的病，因此种
植罂粟的多为一些上了年纪的养殖户。”
该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缉毒中队了解到，经过近几年
的大力整治，我市罂粟种植的数量已呈明

显下降趋势。2016年，启东市禁毒委员会
被评为全国禁种铲毒先进单位。

（朱俊俊 陈丹丹）

■链接
罂粟是提取毒品海洛因的主要毒品

原植物，人食用容易成瘾，造成慢性中
毒，危害身体，严重的还会因呼吸困难而
送命。它和大麻、古柯并称为三大毒品原
植物。所以，我国对罂粟种植严加控制，除
药用科研外，一律禁植。警方提醒广大
村民，种植罂粟是违法行为，种植数量
大的，将构成犯罪。要自觉不种植毒品
原植物，远离毒品危害。市民一旦发现
有人种植罂粟，应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
举报。

5月以来，我市警方组织警力走村入户，对全市各地展开地毯式排查

利剑铲除罂粟400余株

本报记者 朱雨杭 通讯员 卢春燕

5月14日上午10时，外籍人士查尔
斯·荷卡携中国妻子来我市人民医院探望

妻兄倪某，在探视过程中查尔斯突发心脏
病。在我市医护人员全力救助下，

半小时后查尔斯终于转危为安
（如图）。

当天上午，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的病房里比往常
热闹了许多，来自澳大利
亚的查尔斯和妻子特地
从定居地西安赶来，探望
患肺炎住院的妻兄倪某。
亲属间许久未见，大家都有
说不完的话，丝毫没有察觉

病魔的脚步正悄然逼近。上午
10时，查尔斯突然神志不清，瘫

软在墙角。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的其妻
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跑出病房呼喊医生。

医生赶到时，查尔斯精神极度萎靡，
全身大汗淋漓，十分虚弱。经仪器检查，查
尔斯指脉氧94%，心率低至24次/分。紧
急情况下，护士宋馨露用英文跟查尔斯交

流，得知他有窦性心动过缓病史，还曾将
一侧肾脏移植给妻子。医生当即考虑为急
性心衰，同时不排除心肌梗塞的可能。

此时病房内仅剩31床一个空位，医
护人员立即将查尔斯移至31床做心肺复
苏，查心电图、吸氧、无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同时联系心内科紧急会诊。大家有序
分工，和时间赛跑。心内科医生到达病床
边时，查尔斯已转危为安，面带笑容地感
谢医护人员。为安全起见，呼吸内科主任
茅敏华带领医疗小组护送查尔斯至心内
科CCU病房作进一步查治。

5月 14日下午 2时，记者在心内科
CCU病房见到查尔斯时，他的精神状态已
基本恢复，夫妇俩向医生和护士一再表示
感谢。“你们的抢救速度太快了，各方面的
专业急救水平一点都不比我们在西安的
医院差。”查尔斯对着记者的镜头竖起了
大拇指。

由于妻子接受过肾移植，抵抗力弱于

常人，不能长时间呆在医院，且每日必备
的药物没有带够，夫妇二人决定先到本地
亲戚家住两天，随后返回西安。考虑到查
尔斯的身体情况，市人民医院开通绿色通
道，为查尔斯安装了一台24小时动态心
电图监测仪器，让他在离开启东前一定再
来医院进行复查。

据了解，查尔斯·荷卡今年65岁，是
陕西科技大学的访问教授、海外专家，“之
前身体一直比较健康，这次生病很突然，
没想到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抢救这么高
效。”查尔斯握着妻子的手说：“这里的医
生和护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机
会的话我们还会再来启东。”

截至发稿前，记者了解到，15日下午，
查尔斯来到市人民医院复查。医生对他的
心电图报告进行分析，查尔斯
目前仍有频发的早搏，医生叮
嘱他回西安后还需作进一步
检查。 （扫码看更多）

澳大利亚籍教授来启探望亲友时瘫倒病房，市人民医院多科室紧急施救——

三十分钟的时间赛跑

5月14日，吕四如意农庄占地10亩的
桑葚园内，游客忙着采摘桑葚，甜甜的桑
葚,有着童年的味道。占地150亩的如意农
庄已经初具规模，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感
受田园风光。 姜新春摄

桑葚熟了

四岁男童成黑户
民警帮扶解难题
本报讯 合作镇村民刘某与妻子张某结婚已有

5年多了，两人育有一子，今年已经4岁。张某是个哑
巴，又是外地人，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办理结
婚证，所以孩子出生后的户口申报也因为没有结婚
证而搁置了下来。随着孩子长大，户口问题迫在眉睫。
刘某夫妇及其家里人都非常着急，他们曾多次到市
行政服务中心去办理结婚证明，但因为张某无法用
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始终未能领到结婚证。

合作中心派出所户籍室的工作人员也曾告知
其如果没有结婚证要到南通去做亲子鉴定，但需
自行承担费用，大约在3000元左右。刘某患有胸膜
炎，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在家休养已有5年多。妻
子张某生活自理能力有限，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社区
民警陈德兴得知此事后，对刘某家进行了走访，确认
刘某家情况属实后，上报单位领导对刘某家进行帮
扶。在详细询问了办理手续的相关事项及流程后，陈
德兴带着刘某夫妇到市行政中心办理结婚证。

民政部门负责人当场对张某进行了语言、文字
等表达能力测试，陈德兴也在民政办理现场积极启
发张某，终于完成了测试，刘某夫妇如愿领到了结婚
证，也帮孩子申报了户口。 （朱俊俊 季佳蕾）

老妇走失坐埭路
民警辗转送回家
本报讯 5月10日上午，北新派出所接到辖区

群众报警，在北新镇光卫村9组光卫二路上，有一个
老人找不到家了。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一名约70
岁左右、上身穿红色格子纹上衣、下身穿灰色牛仔
裤、脚穿拖鞋的老妇坐在埭路旁。老人启海口音，口
齿不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记得自己名叫“兰芳”，
老人身上也未携带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物件。

派出所考虑到辖区内常有从海门那边走过来
的老人，将老人带到了海门临江派出所，但未果。
无奈之下，民警将老人带回启东。巧的是，老人之
前曾多次走失，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
老人。老人姓顾，吕四垦北村人。几经辗转，老人终
于回到了家人身边。 （王天威 刘小羽）

损坏限高龙门架
监控揪出逃逸车
本报讯 5月5日下午15时，市公路站吕四路

政中队接到群众举报，天王线0KM+350M处的天
汾大桥南侧一限高龙门架损坏，肇事车辆逃逸。

吕四天汾大桥是一座危桥，为确保桥梁安全，
公路部门设置了限高措施，并在今年1月安装了桥
梁监控系统。接到举报后，吕四中队迅速查看桥头
监控，监控显示，当天下午14:33一辆车号为苏
FL69K3厢式货车由南向北行驶时，由于车辆高度
超过了限高而撞坏了龙门架。事故发生后，当事人
未及时报警，而是选择了逃逸。

在固定证据后，吕四中队迅速拨打了110报
警。随后，吕四交警中队传唤了肇事者到交警部门
接受处理，交警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
肇事逃逸行为处予罚款并吊销驾驶证的处罚。

（郁剑波 姜斌）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书送达公告

南通龙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等1家纳税人（欠费明细见附表）：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未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
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15日内到南通
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纳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从费
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费款万分之五的
滞纳金，与费款一并缴纳。因邮寄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被
退回，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局《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

2018年5月8日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书送达公告
启东市众恒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欠费明细见附表）：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
第八十六条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15日内到南通市启东地方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纳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从费款滞纳之日起至缴
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费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费款一并缴
纳。因邮寄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局《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5月10日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书送达公告

南通东强橡胶设备有限公司、启东康联制针有限公司等2家纳税人（欠费明
细见附表）：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
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15日内到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
纳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从费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
纳费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费款一并缴纳。因邮寄的《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
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局《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2018年5月9日

序号

1

纳税人识别码

320681784
373170

纳税人名称

南通龙成
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社保号

068056033

险种

工伤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合计：

费款

5964.97

426.07

213.03

426.07

6652.17

475.16

237.58

475.16

6179.04

441.36

220.68

441.36

22152.65

欠税所属期

2014.1-12

2013.1-12

2012.1-12

《社会保险
费限期缴纳
通知书》文

书号

启地税
六 社限
催缴字
﹝2018﹞
0802013

号

序
号

1

纳税人识别
码

9132068167
2005023P

纳税人名称

启东市众恒源照明
科技有限公司

社保
号

06805
3825

险种

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费款

6941
2.92

4958
.06

2479
.04

4958
.06

1957
9.1

欠税所属期

2016/8/1
-2017/1/31

2016/8/1
-2017/1/31

2016/8/1
-2017/1/31

2016/8/1
-2017/1/31

2016/10/01
-2017/12/31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
通知书》文书号

启地税三 社限清缴字
〔2018〕3004号

序
号

1

2

纳税人识别码

320681565332
838

320681608383
070

纳税人名称

南通东强橡胶
设备有限公司

启东康联制针
有限公司

社保号

54833

40042

险种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款

24922.55

1772.01

885.98

1772.01

12180.18

870.01

435

870.01

7600.5

欠税所属期

2015.5-2017.12

2015.5-2017.12

2015.5-2017.12

2015.5-2017.12

2017.8-2017.12

2017.8-2017.12

2017.8-2017.12

2017.8-2017.12

2017.8-2017.12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
知书》文书号

启地税四社限缴字
〔2018〕41004号

启地税四社限缴字
〔2018〕41006号

5月15日上午，CJ发型社曹健健一行4人来到
北新镇建西村公共服务中心，免费为村里的60多
个中老年人理发，深受广大干群好评。黄海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