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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警一日查获7艘涉嫌走私油船
事发南通海域，涉案48人，案值2000余万元
晚报讯 13日，江苏海警支队
发出通报称：经群众举报，该支队
一天时间内查获7艘涉嫌走私成
品油船，涉案人员48名、柴油3650
吨、案值2000余万元，目前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月7日下午， 警方接群众举
报： 在长江口某海域有非法运送
买卖成品油行为。 江苏海警指挥
中心迅速指派在长江口海域执勤
巡逻的海警32021艇前往处置。 为
了不打草惊蛇，侦查人员进行了前
期侦查和摸排。 6月8日凌晨，在掌
握情况后，江苏海警迅速联系海警
32021艇第一时间驶向目标油船实
施抓捕。 当天，在位于南通崇启大
桥附近海域先后成功截获3艘涉
嫌走私柴油船舶， 涉案18人、油
550吨。
在押解3艘涉案船舶回港途
中，侦查队员再次梳理分析情报，

涉案嫌疑人给海警办案
人员指认相关物品。
种种迹象表明， 附近海域应该还有
“漏网之鱼”。根据现场情况，江苏海
警一方面将抓到的3艘嫌疑船押回
码头，同时，继续前往相关海域展开

巡查、抓捕。果不其然，6月8日下午5
时许，经过10余小时不懈努力，海警
32021艇在162、163渔区， 一举查获
企图逃窜的4艘可疑走私油船，涉案
30人、油3100吨。
据了解，这7艘油船分别是从浙
江和福建出发，到外海接驳柴油，然
后企图运往江苏海域分销， 不料被
江苏海警一举查获。经初步核查，江
苏海警一天内两次共查获涉嫌走私
油船7艘，涉案人员48名、柴油3650
吨、案值2000余万元。 这7艘油船均
不能提供合法的买卖成品油手续，
目前涉案船舶和人员都已押解回
港，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年来， 江苏海警支队不断提
高辖区海域的巡逻密度和执法力
度，累计查获走私成品油案件36起，
缴获成品油2万余吨，案值近亿元。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檀友森 符佳莹

孩儿巷路口

通宵施工 工地噪音扰民
民生
热线
12345 有事找政府
85110110 新闻 110

晚报讯“
连续好长一段时间了，
市区孩儿巷路口的施工工程通宵作
业、连夜施工，产生的噪音令居民彻
夜难眠，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 我
们希望施工建设单位能体恤民情，切
实解决施工噪声扰民问题。 ”家住市
区金恒家园的多位居民，连日来向本
报新闻热线反映了这一问题。昨天下
午，记者了解到，这一市民的吁求同
时也被反映到市
“
12345”政府服务热
线、市环保投诉热线
“
12369”。
6月12日晚10时许，记者在市区
孩儿巷路口的施工现场看到， 在孩
儿巷路口用两排围栏围起的施工工
地上，几台黄色的作业机械，正在现
“咔咔咔”
“轰
场进行施工作业，传出
轰轰”的巨响，在夜色下传得很远，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确实是不容置疑。记
者注意到，几名头戴安全帽、身穿工
作服的工人，正在施工现场忙碌着。
“
这是地铁口工程施工工地，我
们要按时间节点赶工期， 必须连夜
施工，我们要抓进度。”在现场，一名
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人员告诉记
者，施工总会有些噪音，他们为此也
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还是不能避免
声响，还请市民谅解。

违章搭建被强拆竟迁怒村干部
启东一男子持刀行凶领刑4年
晚报讯 因自家违章搭建的
彩钢房被依法强拆， 启东一男子
迁怒于负责拆迁工作的村干部，
竟持菜刀在村委会门前公然行
凶。昨天，记者从启东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经该院提起公诉，行凶男
子张平被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有期徒刑4年。
张平是启东市汇龙镇某村村
民，在汇龙镇一环卫所旁有3间经
政府审批的临时用房， 但临时用
房到期后没有办理续期， 属于违
章建筑。后来，张平又在附近的耕
地上违章搭建了两间彩钢房，一
间用于出租，一间自用。根据2017
年初启东市政府规划， 上述违章

福彩直通车

建筑均在政府的清理范围内， 分管
拆迁工作的村干部李辉等人多次到
张平家讲解政府规划和拆迁政策，希
望张平主动自行拆除。 张平置之不理
并多次扬言只要政府拆了他的房，就
与李辉
“
脑袋定输赢”。 2017年9月，汇
龙镇拆迁指挥部对张平的违章建筑
进行了强拆， 张平便对李辉怀恨在
心，多次跟踪李辉到村委会上班。
2017年10月26日下午3点左右，
张平在家饮酒后心生怨恨， 再次产
生了砍死李辉的想法， 便携带一把
菜刀骑着电动自行车到了村委会寻
找李辉。 当看到李辉驾车到村委会
大门口时， 张平将电动自行车别在
李辉车旁， 趁李辉开车门时持菜刀

向李辉头部猛砍两刀， 李辉将张平
推倒在地后向村委会大楼里的同事
呼救。张平起身欲追李辉未果后，便
持菜刀对李辉驾驶的车辆乱砍，后
来被闻讯赶来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合
力制服。万幸的是，头部受伤的李辉
经鉴定为轻微伤，未有生命危险。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平因
拆迁问题在村委会大门口持刀公然
对村干部行凶，社会影响恶劣，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经鉴定，张平
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加之本案
属于犯罪未遂， 双方已经达成民事
和解，法院综合案件情节，遂作出上
述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张亮 通讯员袁熊熊 郭攀登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福彩快 3 游戏出新玩法啦！
近日，江苏福彩传来好消息，备受彩民喜爱的“快 3”游戏将于 5 月中旬
新增投注方式上线销售，先期推出跨度投注、包胆投注（包 1 胆、包 2 胆）、
复式投注（含三码、四码、五码复式）。
跨度投注是指投注的 3 个号码中最大值于最小值之差，投注方法有通
选跨度、二同号跨度及三不同号跨度；复式投注号码中包括了全部开奖号
码且投中了注码组合方式即中奖，分二同号复式投注、三不同号复式投注
及通选复式投注三种投注方式；包胆投注共支持包 1 胆通选投注、包 1 胆
二同号投注、包 1 胆三不同号投注、包 2 胆通选投注、包 2 胆二同号投注、
包 2 胆三不同号投注共六种注码组合方式。 开奖号码包括了包胆投注的全
部号码且注码组合方式相符即可中奖。
“快 3”游戏因其“游戏新、趣味多、返奖高、中奖易、固定奖、快速开”的
特点，受到了我市彩民的喜爱。 2017 年我市福彩“快 3”共销售了 5.58 亿多
元，筹集国家公益金 1.56 亿元，其中市县两级福彩公益金 6138 万元，为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福彩双色球

吉缘中介

2 元可中 1000 万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外滩花苑 2/18 3/2 140m2 车库 15m2 毛坏 阳光好
195 万
万濠华府 12/18 3/2 170m2 濠华装潢 从未入住 带两个车位 478 万净
268 万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将军楼 6/6 楼中楼 90/132m2 车库 6.5m2 精装
146 万
2
2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18m 十 12m 阳光 南北通透 启秀学区 226 万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49.8 万
博园岚郡别墅 3 一 5/5 200m2 豪装 拎包入住
538 万
2
2
2
城市嘉苑 1一 2/6 6/2 270.8m 复式 地下 50m 豪装 大院子 60m 2 个车位 715 万

江海大道港闸路段
体彩开奖

两车疑撞 一人被甩车外

6 月 13 日 21 ：38

晚报讯 昨天下午1时许，在市区
江海大道一路段，突发一起道路交通
事故，涉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 记者
从警方了解到，车祸中有一人受伤。
“
我从现场开车经过时，看到一
辆红色长安轿车似乎与一辆白色别
克轿车发生碰撞， 红车碰撞后侧翻
在高架道路中央， 车上有一名女子
从事故车内被甩了出去， 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一名穿白汗衫的年轻男
子守在伤者身旁拨打电话， 好像在
报警。 白车撞到路中间的不锈钢隔
离栏上，将隔离栏撞成了麻花状。事
故发生在下午1点左右，地点在江海
大道港闸区一路段。”目击者陈先生
说，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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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尚海湾 3/ 电 147m2 3-2 厅 中装 看房方便
259.8 万
东方菜场 5/ 电 139m2 3 南 2 厅 简装 空三学位房 278.8 万
濠西苑 2/6 138m2 3-2-2 卫 简装 8m2 车库阳光好 160 万
星光域中上层 142m2 3-2 厅 毛坯
240 万各付
学士府中低层 110m2 3-2 厅 毛坯 上首房阳光好 155 万
方大花苑 3/6 69.96m2 2-1 厅 简装
73 万净
融悦华庭 15/ 电 130m2 3-2-2 厅 毛坯
158 万各付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别墅 1-3 层 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388 万
都市华城 7/电 4 室 2 厅 2 卫 152m2 精装车库 14m2 254 万
中南七星花园 6/电 2 室 2 厅 106m2 精装学区房
275 万
395 万
润友大厦 8/电 4 室 2 厅 2 卫 180m2 毛坯有车库
未来锦城 12/18 层 3 室 2 厅品牌精装 117m2 车库 17m2 188 万
启秀花园有电梯 166.7m2 精装景观房学区房
410 万
文峰花园 3/6 层 3 室南 123.4m2 精装车库 15m2
298 万
学田北苑 2/6 层 3 室 2 厅 2 卫 129m2 精装车库 9m2 188 万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7m2 可分割卖 办公装修 景观房 地铁口10000 元 /m2
国贸大厦 19/ 三室一厅 146m2 办公精装
208 万
华辰大厦 12/32 办公楼 152m2 办公装修 南楼
136 万
五洲国际店面 1.4 店面 4 楼一层 3200m2 1 楼店面 136m2
2500 万
2
280 万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 豪装 汽车位 1 个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82m2 6.5 万 / 年 7.2 米宽 4 米高
168 万
138 万
东景国际 5/11 三室阳光厅 132m2 豪装，车库 5 平方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金水湾连体别墅 370m2 (包括地下室，汽车库)，毛坯，满 5 不唯一
480 万净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金鼎湾 X/ 电梯，建 154m2 豪装 中央空调 阳光好
366 万
濠南路 32 号(双学区)，1/ 车库，建 138m2+34m2 朝阳大车库 +15m2 车库 精装 320 万
友谊公寓 11/15 楼 建 159m2 精装很好
300 万元 另有车位另加价 启秀学区房
天龙逸园 12/18 楼 建 113m2 十 12m2 车库 户型好 三附 三中学区房
226.8 万
星光域 21/ 电梯 建 123m2
200 万净

白家园(二附、启秀学区房) 3/6 2/1 62m2 MBRK 装潢
185 万
188 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 m2+ 院子 装潢
二附学区房 6/ 楼中楼 楼上：1/1 楼下:2/ 阳光厅 105m2 MBRK 装潢 250 万
280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
学田千禧园（三附、三中学区房）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189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 (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45.8 万
濠西园 1/ 车 3/2 136m2+24m2 (朝南车库)精装、潢拎包入住
162.8 万
2
福民景苑 9/ 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双阳台、南北通透
86 万

市民们对于工程给生活带来的
一定干扰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是，能
不能尽量做到施工和防噪两者兼顾
呢？ 记者注意到，就在此前不久，市
环保部门明确要求： 为加强中高考
期间建筑施工噪声的管理， 保证考
生有一个安静的迎考环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
例》等有关规定，自6月1日至6月17
日，市区各施工工地自19:00至次日
7:00，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 6月
15日至6月17日，北城中学、天星湖
中学、小海中学、通大附中、南通市
第一初级中学、田家炳中学、启秀中
学等中考考场周围100米范围内全
天禁止一切施工作业。
同时，环保部门要求各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要采取多种措施，合理
安排工期， 同时落实专人具体负责
中高考期间的施工噪声管理， 加强
检查，强化管理，防止和减少噪声对
考生的影响。建设、监理单位应配合
施工单位做好建筑施工噪声防治工
作， 中高考期间暂停施工作业所拖
延的工期应予顺延。 凡违反以上规
定， 市环保局和城乡建设局将按有
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除
“
中高考时间”外，对通宵作业
降噪问题，市环保部门也有明确要求，
那就是
“
不得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顾全大局是必要的，但是，希
望建设单位也能对噪声扰民问题切
实加以重视，减少噪音扰民的时段，
让社会更和谐。”反映问题的金恒家
园多位居民这样建议。 记者周朝晖

盛唐公寓 7/11 3-1 122m2 车13m2 装修
南川园 3/6 3-1 115m2 装修
南川园 6/6 2-1 73m2 装修
光明东村 3-4/ 车 复式楼 153m2 汽车库26m2 装修启秀学区
光明东村 2/ 车 3- 阳-2 143m2 车8m2 装修 启秀学区
城南新村 5/6 2-1 68.2m2 精装
裕丰广场 X/ 电 3-1 123m2 毛坯 景观房

137万
142万
73万
215万
180万
66.8万
250万

森大蒂 3/6 87m2 7m2 车库 2-2 城中三中空学位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王府大厦 30/ 电 168m2 3-2-2 精装三学区濠河景观房
凤凰汇 高层 / 电 146m2 精装修 3-2-2 双学区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段家坝花苑 3/6 135m2 三室 L 厅 10m2 车库 有外墙砖

226 万
600 万
286 万
368 万
450 万
90 万
282 万
178 万

事
故
现
场
撞谁的？他也说不清楚。车祸对交通
造成了短暂影响，经民警及时疏导，
很快恢复了正常。
当日下午，记者分别从市交警支
队、交警四大队了解到，事故造成一人
受伤，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的
原因，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周朝晖（报料人酬金30元）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444.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坯大花园
455 万各付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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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