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19年10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季晓燕 版式设计：李 莉
博览·广告

南通居奥装饰
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通公路1678号A座3楼10号 电话：400-0513668

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公益体彩 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理性投注

体育彩票邀您晒晒体彩老物件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 周
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体育彩票的发展历
程，推广和传播彩票文化，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于10月18日至11月18
日，面向全国开展“体彩 25周年老物件征
集和展示”活动。如果您年满 18周岁，存
有“体彩老物件”，即可参与。

征集范围广 多类别藏品均可参加

本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征集中国体育彩
票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以来，能够展现
体育彩票发展历程、具有关键或特殊历史

意义的物品，以及体现其为群众生活带来的
乐趣、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等物品。
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一）与体彩实体店相关的各类物件和宣
传品。

（二）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和物品。
（三）全国发行的具有收藏价值的体育彩票。
（四）具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
（五）其他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

参与很方便 网上投稿、邮寄皆可

本次活动的投稿方式分为邮寄和网上投
稿，参与者只需要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即可。

每个老物件提供至少三个方向拍摄的清晰照
片（必须为本人所持藏品的真实照片，严禁下
载或剽窃他人），并须附上相关简介、本人情
况等。参与者可登录中国体彩网、江苏体彩
网，在首页“体彩25周年老物件征集活动”中
了解详细活动规则，下载报名表，报名表填写
后随信件或电子邮件发送。

奖品很丰厚 现金大奖等着您

本次活动设评审小组，根据老物件的历

史意义、时间性、珍稀性、完整性、独特性、品相
状况等因素综合进行奖级评定。

活动设置了丰厚的奖金：一等奖5名，各奖
励2000元现金；二等奖10名，各奖励1000元现
金；三等奖 30名，各奖励 500元现金。各奖项
不兼得。获奖名单将于2019年12月在中国体
彩网、江苏体彩网等媒体公布。更多详情请登
录中国体彩网、江苏体彩网首页查看活动规
则。

纪念中国体育彩票统一发行25周年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1月 5日 14时在南通市通
州区金沙街道通掘路 6号（通
州建校）实训楼三楼报告厅举
行房产租赁使用权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通州区金
韵华庭1、16幢，银河家园西区
约 43 处商业房产（面积 47～
1184㎡不等，可组合）3～10年
租赁使用权(详见《拍租标的目
录》)。

二、展示时间：2019年 11
月1日～3日（预约看样）。

三、展示地点：标的物所
在地。

四、报名登记办法：凡有
意向竞拍的单位，请凭营业执
照、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个人凭有效身
份证件等证明材料和保证金
缴纳凭证于 2019年 11月 1日
～4 日（9∶00～17∶00）至南通
市通州区金韵华庭附 1幢 117
室（古沙路朝阳路口南）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领取竞价号牌
后方成为有效竞买人。标的
35～37号、40～43号保证金10
万元/份，其余标的保证金 5万
元/份，壹份保证金仅能承租一
个标的。

五、缴纳保证金账户：
收款人：南通尚东拍卖行

有限公司，开户行：浦发银行
通 州 支 行 ， 账 号 ：
88140078801100000426。

六、咨询电话：81023052
13912267220

微信公众号：南通尚东拍
卖行

友情提示：1. 房屋承租后
不得整体/部分转租，不得从事
违法、各种污染及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的经营活动；2.标的43
的竞买人须提供近五年内两
年及以上从事中、大型规模拟
经营业态的证明（营业执照、
财务报表）。
南通尚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8日

拍租公告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南通永兴花园染整

有限公司
三 证 合 一 ：

913206127768821005
法定代表人：李平国
厂址：通州区先锋工业园区北

区
联系电话：86679688 86679638
（二）排污信息
经通州生态环境局检测站、江

苏恒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公司
排口取样检测，PH值、化学需氧量、
氨氮均符合排放标准，我公司以一

管一企方式排入南通欣源水处理有
限公司进行再处理，污水排放口一
个，位于公司西北角，年排放量 30
万吨，环评核定排放量35.89吨。

（三）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
行情况

公司现有污水收集池 800立方
米，调节池600立方米，酸化厌氧池
8000立方米，SBR池10000立方米，
污泥浓缩池300立方米，外排池750
立方米；配有各种水泵 12台，90千
瓦罗茨风机 3台，外排水泵 2台，污
泥压滤机 2台，气浮设备 1套，烧毛
机除烟尘设备 1套，定型机除油烟

设备 1套，污水池除臭设备 3套，流
量计1台，电子控制阀，排水口配有
COD，氨氮在线设备检测仪等；配备
专职处理人员 6人，设备均为 24小
时运行。污泥送南通绿能固废处理
有限公司及南通欣源污泥处置科技
有限公司处理。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环评：由南通市环保局于 2007
年 11月 23日审批：通环表复[2007]
178号。

2010年 10月 13日由南通市环
保局组织对我公司进行了三同时验

收：通环验[2010]00119号。
（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于

2019年 8月 27日由通州生态环境
局备案，备案号：320683- 2019-
046-L。

（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企 业 环 责 险 保 单 号 ：

PZSZ201932060000000163。
企业环境信用等级为蓝色。

南通永兴花园染整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通州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对
我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我公司喷
漆工段未按规定安装废气排放处理
设施。为此，我公司深感愧疚，就该

违规行为向社会诚恳致歉，并郑重
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
履行企业环保义务，接受环保处罚；

二、立即整改喷漆工段，落实并
安装废气处理设备，确保达标排放。

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进一步
削减排放物，做保护环境的良心企

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舟舰钣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8日

企业环境信息公示

环保公开致歉承诺书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
日，41岁的巴西女歌手加比·阿
马兰托斯（Gaby Amarantos）在
巴西帕拉（Pará）的狂欢节上表
演时，因跟随音浪摇头过猛，导
致头部眩晕向后摔倒时撞上了
调音师的桌子，但她随后快速站
了起来继续完成了演出。

据报道，加比当时扎着马尾
并随着音乐一边跺脚一边摇头，
随后，她向后摔倒并撞上了调音

师的桌子。她表示自己一开始
并未意识到自己伤得有多重，而
现场的气氛太好了，自己决定坚
持演唱完毕。演出结束后她立
即被送往医院，加比还发文表示
自己在医院缝了几针之后就出
院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一位粉丝留言表示自己非
常担心加比，知道加比安然无恙
后，自己也就放心了。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
道，泰国黎逸府一个加油站附
近的路口有一只狗，它与主人
走散后，四年来一直坐在路口
观望，等待主人的归来。

这只狗的原名叫邦邦（Bon⁃
Bon），但现在周围的民众都叫
它里昂（Leo）。今年 9月份，泰
国 男 子 阿 奴 切·尤 沙 恩
（Anuchit Uncharoen）看见一名
女子索瓦拉克·平努查韦特
（Saowalak Pinnuchawet）正在给
里昂喂食。据悉，里昂与主人
走散之后，已经在这个路口等
了四年了，索瓦拉克曾试图将
里昂带回家，但几天之后，它又
跑回了这个路口，于是她决定
定期给里昂一些食物，不再带

它回家。
阿奴切不忍心看到狗狗无

尽的等待，于是将里昂的照片
发到了社交网站上，它的故事
引起了很多人关注，狗的主人
诺伊（Noi）也与阿奴切取得联
系。诺伊称在 2015年初，狗狗
在加油站跑丢，他们花了一周
时间寻找但没找到，他以为狗
狗已经去世了或者是被偷了，
如今他很高兴能再见到它。

然而，尽管重聚的场面很
感人，但里昂不再想和主人回
家了，最终，它还是跟四年来一
直喂养它的索瓦拉克女士走
了。诺伊表示支持，并承诺会
定期回来看望狗狗。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 《每日邮报》 近日报
道，一组由无人机捕捉到的照片在
社交平台 Instagram上走红，照片是
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郊区布罗德
比的一座环形“花园城市”的俯瞰
图，美若“外星文明”。

来自内华达州的摄影师亨利·
多（Henry Do）利用无人机镜头捕
捉到了一组像是“外星文明”的影
像。照片中，俯瞰之下这座城市的
房屋与花园呈整齐的环形排列，令
人叹为观止。这些房屋大都租给了
喜爱园艺但家里又没有花园的城里
人，每月租金在 150美元左右，但

是居民们只在 4月到 10月期间在此
居住，因为这段期间气候比较暖和。

亨利将这组影像上传到社交媒
体 Instagram上，迄今照片和视频的
点击量超过10万次。他表示，这是
拥有自己花园、回归自然的最好方
式。他还补充说：“用一种多么独特
的方式为我们更美的星球作贡献，
干得好，丹麦人！”

据悉，环形“花园城市”的概
念设计是由景观设计师埃里克·迈
金德（Erik Mygind）于1964年提出
的，期望能促进社会交流互动。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镜报》报道，近日，
英国“布拉马尔女士”号巨型游轮
（MS Braemar cruise ship）穿过了
希腊的科林斯运河 （Corinth Ca⁃
nal），该运河最窄的地方仅 24米
宽，乘客甚至可以伸手触摸到两边
的崖壁，场面壮观、令人惊叹。

据悉，这艘巨型游轮宽 22.52
米，长196米，船上载有1200多名
乘客和船员，于 9月底从英国起
航，进行一场长达 25天的旅行。
科林斯运河最窄的地方只有 24米
宽。为了避免意外，游轮由一艘拖
船协助。“布拉马尔女士”号游轮

成为穿越科林斯运河的最大船只。
据希腊当地媒体报道，科林斯

运河建于 1880年到 1893年间，该
河的建成使船只从爱琴海前往亚得
里亚海节省了 185海里（约 342千
米）。英国奥尔森邮轮公司表示：

“该航行令人兴奋，是弗雷德奥尔
森公司重要的里程碑，‘布拉马尔
女士’号上的客人可以如此近距离
观赏科林斯运河，这次旅行无疑将
是他们难忘的度假。”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镜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 8
岁男孩杰登·米洛罗（Jayden Millauro）在新
南威尔士州海岸钓鱼时，捕获到了一条重
达314公斤的巨型虎鲨，是他自身体重的八
倍，这一数字或打破世界纪录。

据报道，当时他和船员们在风雨交加、
波涛汹涌的海上设饵引诱这只巨型虎鲨。
杰登说，当这条巨大的鲨鱼被拖上船时，他

很紧张，害怕会失败。杰登说：“当他们捉
住了它时我真的很兴奋。”他在收鱼的时
候，用身体撑住船壁来借力。

据悉，杰登是当地一家钓鱼俱乐部最
年轻的成员，这次他捕获的虎鲨重量比同
类初级捕鱼者创下的世界纪录还高出了 2
公斤。

（来源：环球网）

无人机俯瞰丹麦环形“花园城市”
宛如世外桃源

泰国一小狗与主人走散
坐路边苦等四年

英巨型游轮在英巨型游轮在2424米宽运河中成功穿梭米宽运河中成功穿梭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88岁男孩岁男孩
钓到钓到314314公斤巨型虎鲨公斤巨型虎鲨

巴西一女歌手舞台上摔倒受伤
仍坚持完成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