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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7年 9月12日 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常州市新北区
锦海星城土地使用权（常国用（2015）
第40284号）及该土地上工程（详情
参见淘宝网页面）。

具体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
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sf.
taobao.com/0519/07）和人民法院诉
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
gov.cn）上查询。

咨询电话：0519-83980990；
监督电话：0519-85579355。

2017年8月15日

受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7年8月31日下午2:30
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市平
岗鞋业有限公司位于五星乡
平岗村委店里村50号的房屋、
装修以及厂区范围内的彩钢
棚、水泥路、围墙等附属设施，
房屋建筑面积约13377.41平
方米（其中有证房屋面积约
8902.85平方米，无证房屋面
积约4474.56平方米），不包括
土地使用权（详见评估报告），
交付的标的以现状为准。

二、标的咨询、展示时间：
即日起接受咨询和查阅资料
（节假日除外），并与本公司联
系察看标的。

三、注意事项：

1.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
询，查阅拍卖资料和拍卖标的。

2.竞买人必须于2017年
8月29日前按拍卖文件要求，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保
证金，保证金必须于2017年
8月29日下午4点前交付至指
定账户（详见拍卖文件）。

3.若因拍卖标的撤拍等情
形致使竞买人无法竞买时，无
论何种情形，竞买人不得向委
托人和拍卖人主张除退还保
证金本金之外的其他任何
权利。

四、拍卖地址：现代传媒
中心3号楼1501室。

电话：0519-85315128
13357893583
15861161588
常州正德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拍 卖 公 告

为提升新北区农村道路形象，改善交通环境。2017年8
月20日至2017年11月20日，东圩线（六号桥-创业路，下同）
进行维修施工，为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通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在施工
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17年8月20日至2017年11月20日，东圩线道路
采用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期间，封闭道路内部采
取分幅分段施工等方式，对周边厂区及村庄车辆进行引导绕
行，确保通行需求。

二、请过往车辆驾驶人，行人提前合理选择绕行路线，并
注意交通标志提示，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路段
禁止停车。施工期间，可能会根据施工进度相应调整道路封
闭及打开时间，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注意道路端头封闭提示，确
保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常州市新北区建设与管理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东圩线延伸段（六号桥-创业路）改造工程
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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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解决村党组织纪检委员缺失、
党内监督功能弱化问题，溧阳市纪委制
定印发《关于在全市各行政村党组织中
设立纪律检查委员的意见》，在该市 175
个行政村党组织中配齐配强纪检委员。

该市明确，村纪检委员原则上由各
村党组织委员会中除党组织书记、村委
会主任、村会计之外的1名委员担任，并
就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社会形象、身体

状况等方面提高准入门槛。在村纪检委
员的产生方式上，原则上要求由村党组
织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报镇（街
道）纪（工）委审核后，由镇（街道）党（工）
委决定任用；也可由镇（街道）党（工）委
直接任命，并报市纪委备案。

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有关规定，该市
结合实际，明确村纪检委员接受镇（街道）
纪(工)委和所在党组织双重领导，业务上
受市、镇两级纪委指导，主要履行监督检

查、宣传教育、协助审查、考察帮教等方面
工作职责。监督对象具体到人，即村“两
委”班子成员和全村党员；监督内容具体
到事，即“三资”管理处置、涉农惠农政策
落实、村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等；监督职权具体到“条”，防止
超越监督职权，插手干预村正常工作。

此外，该市还制定完善公开承诺制
度、述职述德述廉制度、廉情预警分析报
告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要求村纪检

委员年初将履行职责计划向所在党组织
全体党员作出公开承诺，每月参加镇（街
道）纪（工）委组织的工作例会，并上报廉
情信息月报表，年终要进行述职述廉述
德并接受民主评议。

为了激励村纪检委员履职尽责，该
市对年末百分制考核评定为称职以上
的，核发一定数额的岗位补贴；对出现玩
忽职守、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
的实行责任追究。 （芮曼菁 郑凌）

实现基层监督全覆盖

溧阳配齐配强村纪检委员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农委获

悉，今年我市通过加大测土配方施
肥、加强绿色防控试验示范与推广、
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等措施，
积极推进粮油等农作物绿色生产，为
我市农产品安全生产增添了砝码。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减少化肥用
量的有效手段。今年以来，我市通过
广泛开展常规性取土化验和田间肥效
试验，摸清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肥
规律，积极推进农企对接，合力推进配
方肥推广应用。上半年，全市麦油作
物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约66.5万亩，
其中小麦54.2万亩，油菜12.3万亩，麦
油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约88.3%，化肥
用量较上年同期减了1%以上。

在绿色防控试验示范与推广方
面，全市共完成麦油化学除草新药
剂、新技术试验 6 项，试验示范了麦

田黄板诱蚜物理防控技术，筛选出
经济、安全、高效药剂，提高科学用
药水平。全市推广应用了啶磺草
胺、氰烯菌酯等一批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据统计，全市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使用占比达81.8%。

我市还通过推进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植保专业化服务水平稳
步提升，大型植保机械不断增多，病
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继续扩
大。据统计，今年全市小麦专业化
统防统治覆盖率达60%。

据了解，农业绿色生产是农业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绿色生产方
式，转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发
展模式。市农委表示，今后将继续加
大农作物绿色生产力度，推进农业向
绿色高效升级。 （杨峰 刘一珉）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占比达81.8%

我市三举措
推进农作物绿色生产

11 日，由市文明办、粮食局、教
育局、机关事务局等部门联合发起
的“爱粮节粮·节俭养德”系列教育
体验活动启动。全市 150 多名优秀
中小学生走进江苏常州城北国家粮

食储备库，开展爱粮节粮有奖知识
问答、开设“爱粮节粮、节俭养德”道
德讲堂和全市爱粮节粮宣讲员、小
卫士评选等活动。
胡瑞清 潘真 秋冰/文 张海韵/摄

昨天上午，由溧阳团市委牵头的“小志快满、爱
的众筹——困境青少年幸福起步计划”，在该市文教
书店读书台开启，现场还发布了该市共青团卡通形
象“栗小青”和“栗小志”。

该计划将持续到 2019 年 5 月，在该市部分学
校、银行、社区发放“小志”储蓄罐，市民可以个

人或家庭免费领取，将每 1 元钱化作对困境青少
年的爱心，投入“小志”中，存满后进行回收，资
金将统一捐至该市红铃铛青少年事务中心专项
账户，用于该市困境青少年的帮扶，并通过“溧阳
青年”微信公众号公布。

芮曼菁 溧团委 文/摄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海关获悉，7月1日全国海
关实施通关一体化后，我市企业已明显享受到通关便
利。按照传统模式，常州天合光能从报关单申报到货物
放行，平均需要16个小时，而目前这一时间缩短至1.5个
小时，极大地节省了企业的进出口环节成本、减少企业的
库存周转时间。

海关通关一体化实行“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新型
通关管理模式，报关单处置环节实现“前推后移”：符合安
全准入条件的货物先予放行，以往需要在通关环节审核
的归类、审价、原产地等税收征管要素则移至货物放行后
进行管理。

改革后，报关流程比之前也更加简单流畅。如常州
海航报关有限公司在现行模式下，对于需要缴纳税款的
进口货物，可代理申报税收要素并缴纳税款，无需向海关
递交纸质单证，也无需做报关单的手工接单和放行，货物
隔天就可送达。

另外，现在全国海关风险防控、税收征管等关键业务
由风险防控中心和税收征管中心集中、统一、智能处置。
瓦卢瑞克无缝钢管（常州）有限公司自德国进口的无缝钢
管涉及反倾销税，改革前，报关单需经过直属海关审单中
心和现场海关接单两道环节，通关时间不确定性较强，报
关单审结需要 3－4 天；改革后，报关单直接分配到属地
海关现场验估岗位，企业与属地海关沟通相对顺畅，仅需
半天即可完成。

7 月份，常州海关共受理全国通关一体化报关单
11241票，其中90%以上报关单通过系统自动流转完结，
通关流程效率大大提高。 (耿爽 丹林 瑾亮)

上月全国海关实施通关一体化后

天合光能通关时间
由16小时缩至1.5小时

本报讯 “这次辅导对我们企业
真是一场及时雨，企业上市过程非常漫
长复杂，涉及的税务风险和涉税难点都
很多，你们耐心仔细的辅导让我受益匪
浅。”铭赛机器人葛会计在一对一辅导
后感激地对税务人员说。近来，武进地
税八分局专门对辖区内一批上市、拟上
市企业提供精准税控服务，逐户上门，
一对一辅导，受到企业欢迎。

武进地税八分局税务人员表示，
企业上市前在税务问题上出现疏忽，
可能影响IPO进程，马虎不得。除了
常规税务问题外，这位税务人员提醒
企业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风险投
资参股时间、估值、分配结构和持股比

例等进行详细调查，打好股改基础；二
是对上市前企业高管股权激励、股权
转让情况和脉络进行梳理，涉及个人
所得税和印花税的查漏补缺；三是对
非货币性资产（包括股权）置换股权评
估增值所涉个人所得税情况进行整
理，提醒纳税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
及做好优惠备案；四是对企业留存收
益转增股本的情况精准识别，区分应
税金额，堵塞征管漏洞。

该分局此次辅导的企业总计
33 家，涉及武进区内 IPO 上市（后
备）企业、新三板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资本市场合作意向企业。

（方青恬 刘一珉）

武进地税八分局为33家上市、拟上市企业
提供精准辅导

企业上市税务问题马虎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