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资法庭揭牌
集中管辖南京市、句容市的环境资源类刑事、行政、民事一审案件

晨报讯(通讯员 汪珂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仲永)11月4日，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
境资源法庭揭牌仪式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
院举行。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夏道虎，南京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锦辉出席仪式并共
同为法庭揭牌，南京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孙
道林主持揭牌仪式。省法院一级巡视员刘亚
平，玄武区委书记闵一峰，中山陵园管理局
（钟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姜
宸等参加了仪式。

2019年7月1日，江苏省环境资源“9+
1”审判机制正式启动。同年10月29日，省
法院下发通知，决定在玄武区人民法院设立西
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南京
市、句容市的环境资源类刑事、行政、民事一审
案件，对接14家检察机关，为重要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地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
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的设立

是江苏省环境资源“9+1”审判机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

孙道林在主持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资
源法庭揭牌仪式时指出，揭牌仪式标志着南
京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法庭揭牌仪式后，徐锦辉、刘亚平共同
为紫金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揭牌，孙道
林主持仪式。

玄武法院与钟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达成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紫金山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基地。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玄武法院将“积极
支持基地开展替代性修复工作。在相关案件
中依法判决将赔偿修复资金支付至基地适宜
项目用于替代性修复；依法判令有关责任人到

基地以补种树木、增殖放流等方式对生态环境
进行修复；依法判令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责任
人在基地通过劳务代偿等方式对环境进行修
复。”“探索将案件审理中依法没收的野生动物
选择基地适宜场所进行放生。”

“西南低山丘陵区域环境资源法庭的正式
揭牌，是玄武区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件大事，标志着玄武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迎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闵
一峰在致辞中表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玄武
区将全力确保上级部署落实落细，深度融入南
京紫金山—玄武湖城市中心公园建设，打造美
丽玄武；将全情支持玄武法院履职尽责，创新
打造全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样板标杆；将全
面推动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实现行政执法与司
法的有效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
配合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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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3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京市
玄武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下关区（现鼓楼区）幕府西路 33 号金域中央 5 幢 2 单元 203 室。总层数为 7 层，拍卖对象位
于建筑物2层，建筑面积为123.61m2，套内面积为110.27m2，建筑年代为2009年，结构为钢混。

起拍价：250.3万元，市场价：357.5558万元，保证金：25万元，增价幅度：0.5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0年11月23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止

接受咨询。本套拍品已委托南京市南京公证处负责咨询、看样，有意者请在上述时间段内，电话联系南京公证处进行
预约后，由南京公证处另行统一安排时间进行看样，非工作时间不予接待。看样咨询电话：025-66203807、
18851790064（潘）、18851750505（陆）、18851755708（陈）。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25 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咨询电话：025-66203807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21-16-1号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66203810、18114473279（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淘宝网客服热线：4008222870,0571-88158198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关于南京市下关区（现鼓楼区）幕府西路33号
金域中央5幢2单元203室（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3 日 10时至 2020年 12月 4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京市
玄武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 98 号 34 幢 802 室。总层数为 14 层，拍卖对象位于建筑物 8 层，建筑面积为
87.84m2，套内面积为74.30m2，建筑年代为2005年，结构为钢混。

起拍价：178万元，市场价：253.510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0.5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0年11月23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止

接受咨询。本套拍品已委托南京市南京公证处负责咨询、看样，有意者请在上述时间段内，电话联系南京公证处进行
预约后，由南京公证处另行统一安排时间进行看样，非工作时间不予接待。看样咨询电话：025-66203807、
18851790064（潘）、18851750505（陆）、18851755708（陈）。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20 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咨询电话：025-66203807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21-16-1号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66203810、18114473279（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淘宝网客服热线：4008222870,0571-88158198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关于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98号
34幢802室（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4日10时至2020年12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玄武区月香路6号15幢一单元601室。建筑年代2013年，建筑总层数为20层，估价对象层数为第
6层。产权登记建筑面积87.8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67.56平方米，现平面布局为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室内客厅、餐厅为地砖地
面，乳胶漆墙面；卧室为木地板地面，墙纸墙面；厨房、卫生间为地砖地面，瓷砖墙面。内部结构完好，室内水、电设施齐全。

起拍价：154万元；市场询价：220万元；保证金：8万元；加价幅度：0.4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即日起至本轮拍卖开始前 2日止（节假日除外）工作时间接受咨询，有意者

请自行前往看样或与本院看样人员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8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咨询电话：13404120552（张） 看样电话：400-9629-877（洪）、17397957971（洪）
承办法官电话：025-83768745（毛）、18012920398（毛） 非工作时间不接受咨询来电
浦口法院技术咨询：025-83768747（于）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768747（于）
联系地址: 南京市七里河大街132号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关于南京市玄武区月香路6号
15幢一单元601室（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6日10时至12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南京市江宁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25/04?spm=a213w.3065169.courtList.1727.
dIjjmK，户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29 号亲水湾花园 5 幢 904 室。房屋建筑面积 136.78 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116.04平方米。房屋所在楼层总层数12层，拍卖对象位于第9层。

合议价：593万元，起拍价：415.1万元，保证金：42万元，增价幅度：2万元。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导致成交后无法办理过户，按弃标处理，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拍品已委托江苏快拍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

工作（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快拍嘉公司统一安排），联系电话：4009629877 / 17397957971 或访问“快拍
嘉”网站（网址：http://www.kuaipaijia.com/）自助预约，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快拍嘉”自助预约看样。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42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
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法院咨询电话：025-83523879 非工作时间恕不接受咨询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西门子路27号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3897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关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29 号
亲水湾花园 5 幢 904 室（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委托，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机器设备一批（7 台）（以实际现状为准）（第四次）。参

考价：87534 元。2、南京市江北新区原南京双桂食品有限公司征迁剩余废
旧设备、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第一次）。3、南京市江北新区原南京
中航机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征迁剩余废旧设备、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
准）（第一次）。4、南京市江北新区原南京金陵液压附件厂征迁剩余废旧设
备、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第一次）。5、南京市江北新区原南京聚联
输变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征迁剩余废旧设备、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

（第一次）。
二、预展时间、地点：2020 年 11 月 10 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标的所在

地。资格审查合格、完成网络报名及缴纳了保证金的竞买人，由拍卖人安排
进行现场查勘。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2 日 12 时止。地
点：南京市秦淮区蓝旗街秦淮硅巷8楼

四、拍卖时间及地点：2020年11月13日10时开始，中拍平台。
五、注意事项：1、报名截止前在网络平台完成注册，申请参加拍卖会。

逾期无法取得竞买资格。2、报名截止时间前将拍卖保证金交至本公司指定
账户（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户名：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
行南京迈皋桥支行 账号：320006632018170072088)。3、未看样无法取得
竞拍资格。4、标的2-5竞买单位需提供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联系方式：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秦淮区蓝旗街秦淮硅巷8楼
联系电话：025-85550116 13913368272（微信同步）夏先生

2020年11月5日

近期，有居民拨打12345政务热线，
反映红山街道北苑社区辖区内群租房噪音
扰民。

北苑社区为加强对群租房的管理，切实
消除安全隐患和噪音扰民，社区针对辖区内
的群租房进行了专项检查。本次检查中，社
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安监工作人员、城
管、街道综治办联合对北苑辖区逐户走访排
查。检查过程中，要求群租户认真填写入户
调查表，对长期承租人进行身份核对，对新
增承租人进行现场登记采集资料，工作人员
耐心细致地讲解了有关租住群租房的注意
事项，重点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强调和
排查，帮助房东及租住人员充分认识到群租
房的危害。对检查出的隐患部位要求整改，
提高警惕。

通过排查，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
安全防范意识，及时消除了各类治安和安
全隐患，增强了房屋业主和租住人员对居
住环境的安全责任意识，为维护社区平安
和谐夯实基础。

通讯员 朱家宾

北苑社区排查群租房
消除安全隐患

晨报讯(通讯员 江公宣 黄光新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近日，南京公安局江宁
分局禄口派出所在110接处警过程中，成功帮
助居民抓蛇解决困难。

11月3日13时许，禄口派出所接到辖区
群众报警称，家中发现一条蛇，向民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处置
民警询问报警人熊某得知，其去鸡舍喂食的时
候发现一条约1.5米长的菜花蛇，处置民警迅
速使用捕蛇夹，小心翼翼地靠近蛇，按住它的
头部，抓住蛇的尾巴放进了事先准备的编织袋
中。随后，处置民警将菜花蛇放归山林。周围

群众看到“不速之客”被带走，也终于松了口
气，并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

处置民警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蛇闯入家
中，切勿慌张，千万不要惊扰它，尤其不要震动
地面，也不可擅自抓捕。为了安全，尽量避免
与蛇接触，应及时报警求助，以免被咬伤。

居民家中蛇做客 民警抓蛇解民忧

晨报讯(通讯员 潘冉东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刘通) 近日，土桥派出所接到茶岗辖
区群众报警，称有一位老人出来散步却越走越
远找不到回家的方向，疑似走失，需要救助。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到达现
场后，民警发现老人大约七八十岁，行动迟缓，
言语不清，无法准确说出其具体住址及家庭成

员信息，庆幸的是老人随身携带了自己的身份
证，民警随即将老人带回派出所，一边宽慰老
人，一边根据老人身份证号码，最终确定了老
人的身份信息。民警迅速与老人家属取得联
系，告知老人下落。老人的家属焦急万分，立
即赶往土桥派出所。

由于老人走失时间长达13小时，民警立

刻为老人买了面包和水，安顿好老人以后，值
班民警陪同老人一起等待家人的到来。看到
老人安然无恙，家属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
了感谢。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照顾好家中老人，及时掌握动态，
避免走失。

老人散步迷了路 民警救助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