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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址：https://
www.wynca.com/index.php/news/
info/13642 查看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也可通过联
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借阅本项目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项目地周边区域居民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欢迎社会各界对本
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期限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通过如下网站获取公众意见
表 ：https://www.wynca.com/index.
php/news/info/13642，也 可 通 过 电
话、信函、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工作单

位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提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联系方
式如下：

建设单位：镇江江南化工有限
公司

联系人：车工
联系电话：13775555101
邮箱：544989227@qq.com
通信地址：镇江市镇江新区国

际化工园松林山路28号
环评机构名称：南京国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18151693247
邮箱：397483840@qq.com
通信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花园

路11号
公示单位：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草甘膦生产节能减排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将在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511/01,户名：镇江市丹
徒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 镇江市天桥
路 35 号臻岳君庭 20 幢 1705 室，建
筑面积 55.28㎡，起拍价 33 万元，
保证金 3 万元，增加幅度 3000 元；
2. 明 璐 牌 童 鞋 700 双 ，起 拍 价
21000 元，保证金 2000 元，增价幅
度 200元。

二、拍卖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 月 21 日 10 时
止（延时除外）。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止。本标
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人参加竞
买的，应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之前
向拍卖法院提交有效证明。

四、有意竞买者请详细阅读本
院于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发布的相关资料。

特别提醒：第二次拍卖在前一
次流拍后十个工作日内启动，请
留 意 淘 宝 网 公 告 。 根 据 法 律 规
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
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

咨 询 电 话 ：0511- 8531954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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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京口区鱼汁鱼味火锅店的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佳益电器有限公司的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廖习钧的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T320223149，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中建地产有限公司开
具 给 吕 媚 媚 的 发 票 ，号 码 ：
28421195，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交运物流有限公司的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321100598639780，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交运物流有限公司的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代 码 ：
598639780，声明作废。

收购热线：

13616193577
季先生（此号码长期有效）

镇江市区及句容、丹阳、
扬中均可免费上门收购！

（广告）

活动时间：2019年12月17日至12月22日（全天无休）
活动地址：
公交路线：5、14、20、21、22、23、29、123、118、218、16、105、11路青云门站下即到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2003年茅台酒 35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1万元/瓶 1977年茅台酒 1.9万元/瓶

2015年茅台酒 185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37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1.08万元/瓶 1976年茅台酒 2万元/瓶
2014年茅台酒 19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39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1.12万元/瓶 1975年茅台酒 2.5万元/瓶
2013年茅台酒 195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43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1.16万元/瓶 1974年茅台酒 3万元/瓶
2012年茅台酒 20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45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2万元/瓶 1973年茅台酒 4万元/瓶
2011年茅台酒 205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47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4万元/瓶 1972年茅台酒 4.5万元/瓶
2010年茅台酒 21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52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45万元/瓶 1971年茅台酒 4.8万元/瓶
2009年茅台酒 2200元/瓶 1996年（红皮）63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1.48万元/瓶 1970年茅台酒 6万元/瓶
2008年茅台酒 26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88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5万元/瓶 1969-1953年茅台酒 面议
2007年茅台酒 28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1.55万元/瓶
2006年茅台酒 3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92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1.6万元/瓶
2005年茅台酒 31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94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1.7万元/瓶
2004年茅台酒 33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96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1 .8万元/瓶

原整箱老茅台
价格更高

中山东路5号京谷大厦宾馆11楼1119房（三五九医院斜对面）

镇镇
江江
站站

为筹建贵州茅台老酒收藏馆现来我市征集1953年至2019年期间的高度茅台酒（50度以上）、
五粮液以及2000年以前的剑南春、习
酒、郎酒、泸州老窖特曲、汾酒、西凤
酒、董酒、古井贡酒、阿胶、冬虫夏草、
安宫牛黄丸、虎骨酒、洋酒等全国各地
名优产品及陈年老酒。

2019-2016年茅台酒 1600-1800元/瓶

本报讯 生活对于家住和平路街
道桃一社区的万阿姨和老伴张师傅来
说，有点残酷：在 2008年也就是独子
25岁的那年，他们遭遇了丧子之痛；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花甲之年，他们
又相继中风导致残疾、脑梗、因心脏不
好装上了起搏器……记者 12月 16日
在万阿姨家采访时了解到，天冷了，她
有一个小小的心愿：给中风后的老伴
添置一台取暖器。

当天上午，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
满了古城，但记者前往万阿姨家采访
时却发现，因为老两口居住的环卫宿
舍大院都是低矮的平房，家中完全晒
不到阳光，屋里不开灯根本看不清。
记者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张师傅半边
脸肿得很厉害，原来，前天他在家附
近拄拐晒太阳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不
仅脸部擦伤，腿部等多处都受伤，

“他中风过，造成现在的肢体残疾，
说话也不太好，问他肇事车的信息他
也说不出来。”万阿姨无奈地说，老

伴被撞后汽车司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就走了，只在他身上塞了几百元。不
巧的是，此处又没有监控，“这不，
家里冬冷夏热，冬天太冷了才让他在
家门口晒晒太阳，这下可不能再随便
出门了，只能在家。”

据介绍，老两口的独子小张在 25
岁那年因病去世，“那是2008年，儿子
在一家宾馆工作，谁知道会突然生
病……”原本乐呵呵的万阿姨说起唯
一的儿子，思念的闸门一下就打开了，

“没事，我和老伴的日子还不是要过下
去！”收起情绪，她介绍起老伴的病情
来，张师傅因为中风导致了肢体残疾，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万阿姨也因心
脏不好在几年前安装了起搏器，前不
久还患上了脑梗，尽管如此，她还要照
顾行动不便的老伴。

记者获悉，万阿姨从企业退休，张
师傅退休前是一名环卫工人，两人近
年来接连患病后，生活更加捉襟见
肘。 （胡冰心）

“同志，我来反映一个问题：我
2018年的国家粮食补贴少发了 0.11
亩的钱！”前日，句容市华阳街道纪检
室，70多岁的杨老太拿着村里粮食
补贴的公示材料来进行信访投诉。

华阳纪检干部在安抚杨老太的
情绪后，仔细询问了缘由。经过初步
查看2016年至2018年国家粮食补贴
的发放明细，发现杨老太 2017年的
田亩数为 6.37 亩，2018 年的田亩数

为 6.26亩，的确比之前少了 0.11亩。
按照国家粮食补贴的发放标准 120
元/亩，0.11 亩也就只有 13 元钱。对
此，工作人员面带难色，在许多堆积
未结的信访件面前，真的还要花精力
为这13元钱去调查吗？

“截留群众粮食补贴？如果情况
属实，就是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
那可是件大事，必须得查清楚！”华阳
纪工委书记杨建勋当场表态。纪检干
部们一方面向街道农服中心核实杨
老太提供的村里公示材料真实性，另
外到华阳财政分局核实补贴是否按
照规定直接汇入农户个人卡里。初步

核查后发现，并不存在村干部截留粮
食补贴的情况，那为何杨老太会少了
0.11亩？为了给举报人一个详细的解
释，纪检干部又来到了村里，经过向
村会计、联队会计、村主任、其他群众
调查了解，村里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
土地问题，群众矛盾较大，2018年村
里决定重新进行土地划分，按照1998
年分田标准（2.32亩/人）进行调整。

事情弄清楚后，华阳纪检干部来
到杨老太家反馈调查结果，杨老太也
认可了调查结果。杨老太心中的疙瘩
解开了，纪检干部却一直在反思，为
什么如此简单的事情，却绕了一大

圈，让 70多岁的老人跑到街道去反
映。调查中，纪检干部了解到，杨老太
一开始看到村里公示自己少了 0.11
亩后，是先去找村主任和村干部询问
的，但村干部们感觉涉及费用较少，
就没有耐心地解释，杨老太一气之
下，跑到了街道反映问题。

为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华阳
街道纪工委组织村干部开展了一次
集体廉政谈话，并表示：群众利益
无小事，一元钱也不能忽视，任何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直接损
害的是老百姓的获得感，直接关系
党的公信力。 裴文娇 周茉 庆海

粮食补贴少了13元之后
现场新闻

她想为中风后的老伴
添台取暖器

凛冬已至，失独老两口更需要温暖

市三人医开设全市首个
肝癌多学科综合会诊中心

本报讯 近日，全市首个肝癌多学
科综合会诊（MDT）中心在市三人医正
式开设。记者了解到，该中心的成立
对于市三人医在肝癌的诊断与治疗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为广大肝癌患
者带来更加规范、准确的治疗。

从 2014年起，市三人医集中众多
学科力量，先后开展了微波消融、介入
栓塞、腔镜肝切除等技术，今年又成功
引进氩氦刀治疗技术，为肝癌患者提
供了多种治疗渠道。本次成立的肝癌
MDT会诊中心由肝病科、介入科、肝
胆外科、肿瘤科、消化内科、感染科、放
射科、病理科、麻醉科等多学科组成，
由中国研究医院学会肝病专委会主
委、解放军 302医院肝脏肿瘤科主任
杨永平教授和我市肝病专家谭友文教
授等权威专家坐镇。

杨永平指出，当前，我国肝癌治疗
形势严峻，中国大陆肝癌患者的 5年
生存率仅为12.5%，85%患者初诊时已
经是中晚期甚至终末期。肝癌在治疗
过程中，需要肝病科、介入科、肝胆外
科、消化科等多学科密切合作。特别
是介入科，在肝癌治疗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在我国，约80%以上的肝癌患者
接受了不同方法的介入治疗，包括外
科手术后复发的介入治疗等。推行原
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化培训诊疗，进一
步提升肝癌诊治水平势在必行。

记者了解到，中心成立后将通过
专家联合会诊，结合患者的肝病自身
情况与肝癌不同时期的特点，为肝癌
患者提供规范化基础上的个体化、综
合性诊疗方案，再由肝癌相关专业学
科和技术平台进行精细专业的治疗，
治疗后再统一进行长期随访跟踪服
务，实现对患者的系统管理。

15日，由杨永平和谭友文合作，
经过肝癌MDT会诊，为从上海慕名专
程转来的2名肝癌患者施行氩氦刀手
术，为延长和提高肝癌患者生存质量
带来新希望。今后，会诊中心将接诊
各类疑难复杂肝癌患者。（潘锋 王露）

本报讯 为做好 2020 年京口
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申报工
作，日前，京口区科技局举办了

“2020年高企申报专场培训会”。
会上，区科技局高企工作有

关负责人通报了近两年高企申报

和认定的总体情况，下发 《“手
把手”教你报高企》 等辅导资
料。3名资深行业专家就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申报实务及财务
审计等事项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培
训，并为企业提供现场咨询和服

务。会议还邀请了市级主管部门
项目申报负责人，就近年来在预
审核高企材料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和企业容易忽视的问题，进行了
详细讲解。

（柴 静）

本报讯 16日，记者从我市社保
部门获悉，距离 2019年 12月 25日越
来越近，社保部门提醒各参保单位和
灵活就业人员，务必抓紧完成2020年
度社保基数申报和缴费工作，以免影
响明年的社保费缴纳及社保卡医保功
能的正常使用。

社会保险基数是影响企业和职工
个人缴费负担、待遇水平的重要参数，
逾期未申报将影响到 2020年社保费
缴纳及使用社保卡刷卡就医。根据市
人社局、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
局发布的通知，已明确市区参保单位
2020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的
范围、口径、方式和完成时间等有关事
项要求。还未申报的单位务必在
2019年 12月 25日前，使用CA证书登
录“镇江智慧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 网 址 ：https://5a.hrss.zhenjiang.gov.
cn/）完成申报。

根据省发布的全省统一社保基数
标准，我市已从 2019年 7月 1起执行
省规定的社保基数上下限，其中灵活
就业人员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

下限为 3368元/月，上限为 16842元/
月。市区灵活就业人员 2020年度分
为 12个档次标准，新增了月缴费基
数10000元、13000元、16842元三个
档次标准，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
择。需要变更档次标准的，应按税务
部门规定的时间要求，通过微信“江
苏税务社保缴纳”小程序或银行网点
办理变更手续。

市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保缴
费主要采取银行扣款方式。灵活就业
人员 2020年度养老保险费最低缴费
档次673.6元/月，全年8083.2元，每月
11日按月扣款（节假日顺延）；医疗保
险费最低缴费档次为全年4647.84元，
将于 2019年 12月 25日扣款，于 2020
年1月15日补扣。请根据所选档次参
照相应档次缴费标准，足额存入已签
订扣款协议的社保卡或银行卡，并确
认扣款卡已被激活。2020年医疗保
险和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不作变更
的，按照现有档次对应2020年的相同
档次的缴费标准进行扣款。

（王翔 杨佩佩）

本报讯“手臂打开，保持笑
容，注意节奏……”日前，在扬中三
茅街道建设社区春柳花苑小区的
活动室内，10多名社区妇女在领队
教练的带领下正随着音乐翩翩起
舞。这里是春柳花苑·妇女微家所
在地，集文体娱乐、妇女议事、培训
提升等功能为一体，是社区妇女们
的好去处。

春柳花苑属于扬中主城区的
老旧小区，社区有不少热心的退休
职工，由于缺乏领头人和组织者，
很多妇女只能通过打扑克、搓麻将
打发闲暇时光，既不利于身体健
康，又容易影响邻里关系。社区居
民杨红梅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妇女
微家成立以来，组建起了“春姿彩”
舞蹈队，把爱好文艺的妇女姐妹聚
拢到“微家”里，一起学唱歌、学跳
舞、唱京剧、学打鼓……接下来还
会编排节目参与街道的文艺演出。

据了解，春柳花苑妇女微家只
是遍扬中城乡 58个“妇女微家”的
一个缩影。从社区网格到自然村
落，从企业到行业协会、从功能型
社团到特长妇女家庭……今年以
来，这些“妇女微家”纷纷开始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推出各类活动，不断
夯实基层工作基础，不断激活基层
妇女工作“神经末梢”。

“可回收的垃圾像塑料瓶、报
纸、纺织物等，经过回收处理都
是可以再利用的……”上月，位
于扬中经开区港湾新城小区的

“睦邻”妇女微家围绕“垃圾分
类”这一主题开展了多场活动。
该区妇联主席潘志娟表示，“睦
邻”妇女微家成立以来，这里就
门庭若市。既有专门为宝妈们开
设的亲子早教课程，又有为拆迁
安置小区失地失业妇女提供的来
料加工培训，还有传播文明风尚

的“家庭汇”，受到村里姐妹们的
欢迎和好评。

“妇女微家”的建立为当地妇
女同胞们筑起了一个个交流、学
习、休闲的活动场所，也使妇联
组织的服务真正延伸到基层妇女
群众的身边。为确保“妇女微
家”建设活动的有效开展，扬中
妇联通过探索建立项目化运作服
务机制，准确呼应妇女群众需
求，实现资源下沉有序化、规范
化；建立示范基地选树机制，开
展特色工作晾晒评比活动，有效
实现对各“微家”的约束激励；
建立与属地企业的联动机制，发
挥自我造血功能，整合社会资
源，充实经费保障。截至目前，
各级“妇女微家”累计开展宣传
教育、就业创业、议事维权等各
类活动 120 余场，参与群众超过
4000人次。 （徐岚 心俊）

不管在哪干，社保不能断
灵活就业人员请尽快完成社保基数申报和缴费

社区举行象棋赛

12月 16日，润州区和平路
街道金泉社区关工委组织的第一
届“鸣泉”杯象棋比赛在社区文体
中心举行，吸引了不少辖区退休
居民参与。据了解，该社区鸣泉活
动中心今年下半年正式对居民开
放，活动中心设有棋牌室、乒乓球
室、阅读室等，方便高龄、退休居
民开展文化休闲活动。

文 雯 摄影报道

扬中“妇女微家”激活基层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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