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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条过江通道来了

地铁4号线二期
初步设计获批复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2020
年12月29日，南京市发改委正式批复了南京地
铁4号线二期工程初步设计，这也是继该项目在
12月初发布工程施工招标后的最新进展。

作为规划中现地铁4号线的过江部分，南
京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起于浦口区的珍珠泉
站，线路沿浦乌路、定山大街向南敷设，依次下
穿长江、潜洲、江心洲、夹江，到达南岸后沿草
场门大街接入一期工程龙江站，线路全长
10.0km，全为地下线。设珍珠泉、定向河北、
浦珠路、浦江、中央商务区、滨江6座车站，均为

地下站。其中，中央商务区站和滨江站为换乘
站。4号线实现贯通后，初、近、远期都将采用
B型车、6辆编组，设计时速100km。目前，其
二期工程位于地下空间项目范围内的滨江站、
中央商务区站土建施工已经随着地下空间项
目一期工程共同实施。

4号线二期建成后，将成为南京第四条
过江地铁，前三条为地铁3号线、10号线和
宁和城际一期。未来，4号线二期将分别与
规划11号线、15号线实现换乘，大大方便
江北地区百姓的出行。

产权人：王清（身份证号
320122196612241629）遗 失
城南河新建道路两侧项目
拆迁协议，协议号2014-2-
40声明作废
南京江宁萱草堂中医诊所，
PDY60406732011517D2122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
本遗失，现声明作废

现遗失马鞍山萄宝农业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审 核 日 期 为
2017 年 1 月 17 日营业执照
副本1-2，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宁景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 江北新区赛烨诚装饰
装修经营部，江北新区海
勤盈道路货物运输部，财务
章，法人章，合同章，发票章
声明作废

遗失：江宁区喜之共食品
店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92320115MA2283L910 声明
作废。
遗失启事：南京芳氏信化妆
品有限公司将位于南京江
宁淳化工业区的护肤化妆
品生产厂区项目 01 栋厂
房、03栋厂房、04栋厂房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遗
失 ，证 号 为 建 字 第
320115201380597 号 ，声 明

作废。
遗失：孙刚冠城大道蓝郡梅
苑 D06-02-1305 室预收款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号
36922775，金额 501702 元，
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勇力运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 ：32011400008936，税 务
登记证正副本，代码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订版
电话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遗失：吴传久购买南京冠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房产，遗失购房发票 4 张，票据号分别为
sj0697177、sj0696970、sj0696261、sj0977727，
声明作废。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2月4日10时至2021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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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1：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568号鑫泰国际广场3幢1101室。总层数为13层，拍卖对象
位于建筑物11层，建筑面积为93.89m2，套内面积为79.08m2，结构钢混，建筑年代2004年。

起拍价：205万元，市场价：289.413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
标的2：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568号鑫泰国际广场3幢1104室。总层数为13层，拍卖对象

位于建筑物11层，建筑面积为100.93m2，套内面积为85.01m2，结构钢混，建筑年代2004年。
起拍价：220万元，市场价：311.2925万元，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1年1月25日起至2021年1月27日止接受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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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fyssz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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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025-66203810、18114473279（周） 技术咨询：025-83522925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3050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21-1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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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568号
鑫泰国际广场3幢1101室、1104室（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2月4日10时至2021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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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大庄6号保利紫金山项目4号地下车库负一层416号车位。总层数为1层，拍卖
对象位于建筑物-1层，建筑面积为13.13m2，结构为钢混。

起拍价：11万元，市场价：15万元，保证金：1万元，增价幅度：0.1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1年1月25日起至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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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元人民币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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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66203810、18114473279（周） 技术咨询：025-83522925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3050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21-1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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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马群大庄6号保利紫金山
项目4号地下车库负一层416号车位（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玄武区黄埔路16幢18A室住宅（建筑面积约

136.35平方米）（第二次）。参考价：425.53万元。详情请见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资产转让项目。

二、预展时间及地点：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6日，标的所在
地。

三、拍卖时间及地点：2021年1月22日14：30整，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号1249室。

四、请意向受让方在报名期内带齐相关材料到江苏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办理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1年1月13日（工作时间内，法
定节假日除外）。

六、注意事项：通过资格确认的竞买人在资格确认次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将保证金交128万元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需从本单位报名时所登记账
户中整笔汇出，以到达账户时间为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
账确认手续，凭确认函办理竞买登记，逾期将不能取得竞买资格。

七、联系方式：
江苏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临麒路58号四楼
联系电话：15850607755（微信同步）殷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65号

B区2218室、2220室 联系电话：025- 68505747 联系人：曹先生
网址：http:// njggzy.nanjing.gov.cn/ 2021年1月1日

江苏联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仙境路29号71幢四单元107室，建筑面积：90.49m2，参考价

212.47万元；2、仙境路29号71幢三单元606室，建筑面积：90.49m2，参考价194.94
万元；3、仙境路29号71幢二单元204室，建筑面积：90.49m2，参考价224.00万元；4、
仙境路29号69幢一单元501室，建筑面积：100.4m2，参考价222.00万元；5、仙境路
29号69幢一单元302室，建筑面积：99.02m2，参考价257.00万元；6、仙境路29号71
幢四单元408室，建筑面积：92.46m2，参考价226.00万元；详情请见南京公共资源交
易 中 心 网 站 - 国 有 产 权 - 国 有 资 产 处 置 - 资 产 及 经 营 权 转 让 - 编 号
2020320100ZQ00038、00046、00067、00068、00069、00073。

二、预展时间、地点：2020/12/26 到 2020/12/27(9:00-16:00)、2021/01/04 到
2021/01/06(9:00-16:00)，标的物所在地

三、拍卖会时间：2021年1月26日下午14：00分。拍卖会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号1249室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请满足报名条件的竞买人在网络报名审核通过
后，在报名期内将书面报名材料（详见交易中心网站）提交至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
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1号标的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1年1月6日止,2号标的自公告
刊登之日起至2021年1月8日止，3、4、5、6号标的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1年1月
14日止。（工作时间内，法定节假日除外）

六、注意事项：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认的竞买人须在资格确认次日起3个工
作日内将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交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以款到达账户时间为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账确认手续，凭确认函办理竞买登记，逾期将不能取
得竞买资格。

七、咨询电话及联系方式：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华
侨路75号二楼 联系电话：13951958476 联系人：张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2218室、2220室
联系电话:025-68505712、68505747、68505992 联系人：宗先生、曹先生、沈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njzwfw.gov.cn

晨报讯（通讯员 李梦娇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端木）近日，冷空气来袭，气温骤
降，南京迎来了新一轮降雪。牛首山景区
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提前做好迎战冰
雪恶劣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打好这场
雪“战”。

12月28日，景区扫雪防冻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扫雪防冻工作部署会议，对扫雪
防冻工作进行全面细化部署。随即景区
运维中心、安保中心、梵创公司等根据天
气预测情况，对相关扫雪车辆、机械进行
再调试，一旦发生雪情立即启动扫雪除冰
工作，确保扫雪防冻工作快速、高效、合理
有序应对。

12月29日，景区扫雪防冻工作领导
小组带队开展“扫雪防冻暨元旦节前安全
大检查”，加强了活动搭建等重点区域的
隐患排查力度。随后，再次召开扫雪防冻
工作部署会议，对扫雪防冻工作进行再部
署。当天下午，雨雪如期而至。景区立即
启动扫雪防冻应急预案，按照“以雪为令、
闻雪而动、一夜无雪”的标准落实景区扫
雪防冻工作，景区内主干道、游线等均未
出现结冰现象，有效确保景区内道路畅
通。12月30日早7:00，景区全员提前到
岗，对各处台阶等积雪冰冻区域进行清扫
和解冻，确保在景区开园前各游线路段保
持畅通，景区生产运营秩序稳定。

据了解，景区共出动人员430人次，车
辆、机械6台次，使用融雪剂26吨，融雪盐8
吨。目前，景区内东入口区域、天阙路段、无
忧广场、佛顶宫广场、西入口区域等重点区
域、游线及主干道路已无积雪结冰，景区内
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未“雪”绸缪，闻雪而动

牛首山景区全力打好“扫雪防冻战”

浦口区建成107个垃圾分类收集点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自《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年11
月1日起施行以来，南京市浦口区为深入推
进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有力保障生活垃
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加快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点建设工作。截至目前，72个小区，107
个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工
作全面展开，增加小区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提高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
率。浦口区在前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建设
上，认真听取民意，选址和投放时间上尽可能
贴近居民需求，靠前抓重点，对有意见的居民
上门及时沟通，减轻阻力，保障建设任务顺利
开展。同时，为引导居民掌握分类方法，养成
分类习惯，在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

督导员，实行桶边守点，督导宣传。
全区600余名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员，

早晚两个时段坚守在收集点旁。他们顶风
冒雪，用满腔热情和执着坚持，面对面、手
把手指导居民正确分类，小区居民的参与
率和投放准确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做好居民小区源头分类投放的基础
上，分类垃圾按照“不同种类、不同车辆、不
同去向”要求进行分类收运，实行生活垃圾
“闭环”管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车到小
区后要“打卡”，将分类垃圾种类、数量、
分类质量上传信息平台，分类运输车全程
定位，行驶轨迹在线监控。全区垃圾分类
回收中心（站）、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全力运
行，切实保障全区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
类回收和处置。

元旦自驾出游先看看你的驾照
过期千万别开车

晨报讯（通讯员 周波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姚均祥）元旦自驾出游，一定要先看
看你的驾照有没有过期。日前，高速一大队
就查处了这么一起案例。

2020年12月30日17时许，南京交警
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对一辆
白色小轿车检查时，驾驶员陈某称驾驶证
放在家里了没有随车携带，于是民警要求
陈某出示身份证进一步核查，经过核查民
警发现陈某的驾驶证处于注销可恢复状
态，陈某涉嫌无证驾驶。

通过警综平台核查，民警发现陈某于
2012 年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为 6
年，也就是在2018年陈某就应该去公安
机关换领新的驾驶证，可陈某称他的驾驶
证一般都是放在家里，不经常拿出来，也
不知道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过期一年多
了。当民警告知陈某涉嫌无证驾驶时，陈

某更是一脸疑惑。于是民警向陈某现场
进行了普法教育，原来驾驶证在超过有效
期一年内都是可以直接去公安交管部门
直接换领新的驾驶证的，驾驶证超过有效
期一年以上的，会被公安机关依法注销，
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两年的，机动
车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
格，而陈某就是因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一
年以上，且注销未满两年，所以驾驶证处
于注销可恢复状态。

目前，民警已对驾驶员陈某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扣留机动车。陈某因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非营运汽车，将面临1000元罚
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民警在此提醒，驾驶机动车前，请随车
携带驾驶证，注意检查车辆及证件状态是否
正常，守法安全驾驶。

梦想改造+兴化关爱计划项目启动
晨报讯（南 京 晨 报/爱 南 京 记 者 仲

永）日前，由共青团江苏省委希望工程办
公室/励志阳光基金会与南京市兴化商会
联合发起的定向捐助活动，“梦想改造+
兴化关爱计划项目”在南京华东饭店正式
启动。

“梦想改造+关爱计划”是由共青团江苏
省委、江苏省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江苏省
青年联合会、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启动实施的构建“1+3+4+X”服务体系，通过

建设1间“梦想小屋”、落实3项结对机制、实
施4个关爱项目、举办多项爱心活动，精准
服务困境青少年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