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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壁发电厂锅炉掺烧污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为解决区域

污泥处置问题，谏壁发电厂利用现有

燃煤锅炉将一般工业固废污泥与燃

煤进行掺烧，日处理污泥200吨，掺

烧比例约 1/100，年最大处理量 6.6

万t/a；依托现有大气、废水等污染防

治措施，于厂内建设污泥储存、输送

系统及配套污染防治措施等，各污染

物排放满足标准要求。现公开征求

与该项目环境保护有关建议意见。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途

径：公众可登录江苏省环保公众网

查阅并下载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 ： http://www.jshbgz.cn/hpgs/

201904/t20190422_432374.html）；也

可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

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

厂址为中心周边 5km 的团体和个

人，评价范围之外团体和个人也可

提出宝贵建议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自公示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

可通过电子邮件、邮寄信函、传真等

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五、项目建设单位:

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镇

江市京口区谏壁镇），联系人：朱

工，传真：0511-85352242 ，联系电

话：15952889098；Email：303587346

@qq.com

六、项目环评单位：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10号），联系

人：凌工，传真：025-89663088，联系电

话 ： 15850510303；Email：xygslxf@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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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宁广场住宅业主李强
向本报反映，开发商苏宁置业委托
相关物业公司发放“停车收费通
知”，声称根据镇江市区停车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向包括“东塔公寓”“西
塔住宅”住户在内的所有用户收费，
包月全天停车费用600元。

“住户停车费用，怎能和门店、
酒楼、办公区业者的标准一样？市
区最高档小区停车包月也就两百
多！”李先生感到不公平，又想起当
初他购买苏宁广场住宅时，苏宁置
业销售人员拍胸脯向他保证“停车
费按住宅小区包月标准收”，更感觉
上当！他表示，已就此事向规划部
门反映，后者答复称：镇江苏宁广场
总平面图于2010年11月已审定，根
据《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04版）》，该项目住宅机动车位
按照 0.4辆／户进行配建。“按这个

答复我推算了一下，苏宁广场应有
340个左右住宅配套车位供住宅业
主使用。可苏宁置业销售期间从来
没有公示车位配套情况，实际情况
是远远不够用。退一步讲，即便苏
宁声称在B4层有这么多车位，也不
应按商业用户标准收停车费。”

采访中，多位苏宁广场住宅业
主也提出了类似质疑。他们认为，
开发商卖房时说一套，现在又搞一
套，侵害了全体住宅业主的合法权
益。他们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苏
宁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督查处理，

必要时他们会循法律途径维权。
苏宁置业王姓相关负责人就上

述质疑给予答复。他表示，当初销
售住宅时的团队已经解散，销售人
员是否作出相关承诺，他不得而知；
物业方面是依据有关规定收停车
费，规划和物价等部门是批准的；至
于业主质疑苏宁没有就配套车位进
行公示，如果要打官司须拿出证据。

究竟苏宁置业及相关物业公司
做法是否合法，业主能否维权？路漫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士林认为，商住楼
盘这方面的争议在镇江颇具典型意

义，一方面，业主如能提供录音录像
等，则可认定是苏宁销售人员虚假夸
大宣传；而另一方面，业主称苏宁方
面没有作相关公示，法律规定业主无
须举证，换言之，苏宁置业表示公示
过，则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他强
调，当苏宁方面不区分商住概念、统
一标准收停车费，就事实上否定了

“住宅配套车位”的存在，“这才是侵
权实质，‘虚拟车位’只是一个数字，
可以应付有关部门督查。”

此事进展本报将持续关注。（文
中报料人姓名为化名）

有市民来电反映情况并质疑：商住楼里的住宅配套车位是否该公示？
是否能按商业区停车标准收费？收费依据是什么……

苏宁广场“虚拟”住宅配套车位？
本报记者 方良龙 钱华明

遗 失
欢迎刊登

遗失、声明、公告、特约刊登等
各类信息

电话：85010151 85020219
地址：市中山东路4号镇江日报社二楼

广告中心营业厅

遗失镇江市丹徒区麦普监控系统安
装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321121677645433，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魏陈瑀的学生证，声明作废。
遗失永隆地产（镇江）有限公司开具
给仇睿骏的发票，号码：00506157，声
明作废。
遗失梅园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编号：3215122004308，等级：二级
甲等，测试时间：2015年11月15日，
声明作废。
遗失汤依蓓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320195772，声明作废。
遗失润州区家和健康和洗店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321111600313902，声明作废。
遗失王健生的人民警察证，证号：
113339，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挂车帮租赁有限公司的营
运证，证号：镇 01108364，车号：苏
L8481 挂；证号：镇 01108350，车号：
苏L8267挂，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镇江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大
港店开具给镇江市华盈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的装修押金单，单号：4221，金
额：1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开 具 给 balabala 的 租 赁 保 证 金
22857.60元(收据号0001505)；物业保
证金 14286.00 元(收据号 0001456)；
质 量 保 证 金 10000.00 元 ( 收 据 号
0001905)；POS押金5000.00元(收据
号0001455)，声明作废。
遗失句容经济开发区馨小宝百货商
店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编 号 ：
321183000201609180013，注 册 号 ：
321183600684754，声明作废。

调查

“我因大学而精彩 军
营因我而骄傲！”24日下午，
丹阳市政府征兵办与南京
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联合开
展了“中国梦 强军梦 从军
梦”大型征兵宣传系列活
动。现场，以“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的“快闪”表演，
将活动掀至最高潮。百余
名大学生同歌同舞，表达了
青年学子对祖国的深切热
爱，也展现了自身优良的精
神风貌。
杨建军 浦一婷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日前，市实验小
学邀请丹徒区法院法官通过以案说法、互动问答的形式，给一年级
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知识专题讲座。

胡冰心 吴玲 摄影报道

为开拓孩子们的眼界，中山路小学一年级开展了“我是镇江小主
人”的主题户外参观课。学生们来到市规划展示馆，观看了通过文
字、图片、沙画、模型、影像等多种形式展现的镇江美丽画卷。作为镇
江的“小主人”，同学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文化
知识，长大后为自己居住的城市献上一份力量。 冯芸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镇江经
济开发区法院根据网友在法
院官方微博的私信留言，顺
利找到悬赏中的被执行人，
成功执结一起案件。

法院执行员赵致远告诉
记者，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经判决，被执行人倪某
需返还申请人赵某 4 万多
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倪某却玩起了“躲猫猫”，执
行干警多次上门搜查，却每
次都无功而返。今年 1 月
24 日，法院在本地网站论
坛、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上向社会发布了对
倪某的执行悬赏公告。3月

25日，法院的官方微博私信
留言中收到热心网友对倪
某的举报线索：“此人在上
海某区某室。”

4月 15日，执行员顺利
联系到了被执行人倪某。在
赵致远的反复释法和家人的
劝说下，倪某同意与申请人
一起到法院协商解决此案。

赵致远说：“执行悬赏充
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力量共同
参与执行。同时，开发区法
院将‘悬赏执行’与‘让老赖
上网下乡’行动结合起来，有
力提升了法院寻找到被执行
人的成功率。”

（任偲佳 张凤春）

“微博私信”助力悬赏执行

住建启动重点工程劳动竞赛
本报讯 25日上午，市住建局启

动重点工程劳动竞赛。活动中，表彰
了 2018年省建设系统重点工程劳动
竞赛有功单位及个人，走访慰问了一
线城市绿化种植和养护职工。

镇江市城建重点工程劳动竞赛从
2005年开始，至今已持续开展了15年。
通过开展全员参与的劳动竞赛，产生了
江苏省工人先锋号、镇江市工人先锋号、
五一劳动奖章和奖状的单位，涌现出一
批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19 年，市区将实施城建项目
121个，完成年度投资213亿元。其中
市住建局直接实施城建项目17个，完
成年度投资 8.5亿元。本届劳动竞赛
将在住建系统涉及的道路建设、老旧
小区改造等城建重点工程项目中开
展，涉及工种十余个。（方良龙 李溟）

25日上午，罗某驾驶苏L号牌小型
汽车牵引一辆故障工程挖机，沿天桥路
由西向东行驶至六普路口时，被润州交
警查获。因被牵引车辆宽度大于牵引
车，罗某被处以罚款200元，并责令整
改。 马镇丹 孟宪阳 摄影报道

去年全市法院共审理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97件

本报讯 在第19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来临之际，24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镇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闻
发布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10
余家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2018年，全市法院共审理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697 件，审结 661
件，结案率 94.84%。其中，著作权案
件 226 件，占比 32.42%；商标权案件
444件，占比 63.7%。同时发布了 7件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典型意义的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案件。（常文金 谢勇）

健康礼包送给一线劳动者
本报讯 在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

之际，25日，宝塔路街道总工会组织
辖区数家企业一线员工，来到润州区
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健康体
检，把健康礼包送给一线劳动者。

活动组织了一线保洁员和建筑工
地工人50多人参加健康体检，除正常
的内科、外科、五官、血象、心脏体检内
容外，还特意增加了肿瘤指标检测。
参加体检的劳动者们纷纷表示感谢。

街道总工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街道不断加大对工会工作的经费投
入，除了日常工作中给辖区企业员工
送健康礼包外，还采取灵活多样方式
组织慰问，为辖区企业建立职工书屋，
赠送书籍，赠送文化体育设施，提高职
工文化生活质量。（孙晨飞 石桂祥）

本报讯 25日，由市崇
实女中和金山街道风车山社
区联合举办的“为祖国点赞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书画交流活动”在崇实女
中举行，正在该校交流学习
的西班牙拉塞尔中学的中学
生，在风车山社区党员的辅
导下学写书法，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横要平、竖要直，毛笔要
垂直，握笔要有力。”活动中，
社区党员为西班牙学生讲解
写书法的基本要领，并一笔一

画做示范。“这是一次全新的
体验，感觉很棒。”在党员的辅
导下，第一次拿起毛笔的西班
牙中学生认真地在宣纸上写
了起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风车山社区党总支书记
何永慧介绍，社区党员还将
把自己的书法作品送给这些
外国学生，希望他们能将中
国文化带回西班牙，让更多
的西班牙学生了解中国喜欢
中国文化。

（记者 孙晨飞）

西班牙学生学书法

南山景区举办20届杜鹃花节
本报讯 漫山杜鹃花开正艳，姿态

万千，南山景区与你相约第20届市花
（杜鹃）节。此次杜鹃花节从4月10日
一直持续至5月10日。作为全省杜鹃
花最佳观赏地之一的南山景区此次将
推出诗词书画展、山水清音古琴音乐
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互动等系列
精彩活动。

除赏花，此次市花节期间，南山景
区还将举办“‘谷雨’，南山采茶正当
时”、镇江解放纪念日主题活动、“绿
满家园、相约南山”花卉盆景展、诗词
书画展、山水清音古琴音乐会、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互动等精彩活动，让游
客在欣赏杜鹃花之美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吴文化的魅力。（司马珂 杨越）

全国印章艺术进校园活动
在扬中启动

本报讯 24日，全国印章艺术进
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省扬中高级中学
举行。印章艺术进校园活动对传承民
族优秀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学校艺术教育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镇江与印章，缘分久长。春秋时
镇江的古地名叫朱方，印章盖在纸上
是一个红色的小方块，可雅称朱方。
2013年，扬中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学校
艺术教育实验县”，按照“一校一特色”
的现代化建设构想，不断加强课程建
设，创新思路，务实作为，艺术教育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推广篆刻艺术，
该市还确定了省扬高中、新坝中心小
学、南师附小等6所试点学校，走出了
一条基于传统、敢于创新的实践之路。

参观省扬高中篆刻课程后，教育部
原副部长、全国教育书画协会会长张保
庆表示，印章艺术进校园活动并不是让
学生未来一定要成为大家，而是通过篆
刻艺术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艺术鉴赏
力和审美能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陶
冶情操，净化灵魂。 （徐心俊 孙薇）

“67路”大众篆刻公交专线开通
本报讯 日前，“67路”大众篆刻

公交专线开通暨开通仪式纪念明信片
印发活动在西津渡古街举行。

据了解，由市篆刻艺术推广协会
与市公交公司共同打造的 67路大众
篆刻公交专线，从迎江桥开往铭基公
交站，是利用公交车这一流动的宣传
平台，将篆刻艺术文化与公交文化的
一次有机结合，也是我市今年开通的
第一条公交特色文化线路。

市篆刻艺术推广协会会长冯士超
表示，类似公交线路的开通在全国尚
属首次，意味着篆刻艺术再次走下“神
坛”，逐渐走进百姓生活，标志着镇江
篆刻文化城市名片越来越响亮。

（张琼霞 林玲 ）

景区“美” 文化“活”

北固山举行浸入式
园林版快闪活动

本报讯 23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浸入式园林版”快闪活动在北固山景
区完美呈现，本次活动以“北固雄音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纪念镇江
解放70周年。

此次活动由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员
会、市青年联合会、北固山风景区、润州区
文化馆联合举办。活动策划者综合了节
日纪念、景点特色、人文资源等多项元素，
提出了“园林浸入式”理念，糅合了爱国、
传统、诗歌等要素，融景抒情、以诗（乐）言
志。活动由扬州评话《刘备招亲》开场，说
到“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时戛然而止，
一队学生涌进，高声吟诵辛弃疾的名篇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现场游客
深深感动，情不自禁加入吟诵队伍中来，
体会诗人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

快闪活动结束后，游客纷纷表示，
北固山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厚，开展
新颖的“浸入式园林版”快闪活动，让
景区“美”，文化“活”，充分反映了新时
代镇江市民特别是青年的爱国爱乡热
情。 （司马珂 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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