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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9年5月7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大众牌SVW7167BMD小型轿车1辆；
（2）吉普牌GFA6460CGCA小型普通客车1辆；
（3）整体拍卖常州常沃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飞梭

绣花机5台、机器设备4台套。
（4）常州市湖塘镇御城55幢甲单元8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3.85㎡）；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星河城市花园一区6

幢2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60㎡）；
（6）常州市采菱公寓10幢乙单元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26.12㎡）；
（7）常州市五角场西村4幢甲单元104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47.77㎡）；
（8）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4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250.03㎡，其中阁楼面积29.01㎡）；
（9）常州市湖塘镇长虹路88号G18幢03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03.41㎡）；
（10）常州市晋陵中路207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1800.06㎡）；
（11）整体拍卖溧阳市兴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南渡镇强埠村东河沿路14号国有出让工业用土地
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15797.3㎡）及地上工业房产
（总建筑面积3813.3㎡，其中无证房屋建筑面积147.6㎡）、构筑物。

二、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19年4月1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苏H0K111宝马小型汽车一辆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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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
茅台价格

2019年-2013年
1500-2000元

2012年2200元
2011年2300元
2010年2400元
2009年2500元
2008年2900元
2007年3100元
2006年3200元
2005年3300元
2004年3500元
2003年3800元
2002年4000元
2001年4200元

2000年5000元
1999年5200元
1998年5500元
1997年6000元
1996年7200元
1995年1万元

1994年1.05万元
1993年1.1万元
1992年1.12万元
1991年1.15万元
1990年1.18万元
1989年1.2万元
1988年1.3万元
1987年1.4万元

1986年1.5万元
1985年1.55万元
1984年1.6万元
1983年1.65万元
1982年1.7万元
1981年1.8万元
1980年2万元

1970-1979年
6-16万元

1960-1969年
价格面议

1950-1959年
价格面议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此次举办方满怀诚意而来，还望得到常州市老
前辈们的大力支持，特在常州征收茅台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古
井贡酒、全兴大曲、董酒、汾酒、白云边、习酒和其它品种的所有老酒。另收购老
安宫牛黄丸，老钱币，冬虫夏草，虎骨酒，各种洋酒等（成交酒价值一万元送价值
398元烧水器,成交酒价值超五万元送价值888元高档羊毛被，成交酒价值超
10万元送价值1988按摩椅，仅限前五十名）活动真实有效。

电话：15555995885 18226887000
（固话拨打前请加0）电话长期有效

活动地址：主会场：常州市劳动西路211号，状元楼大酒店5楼507贵宾室电梯
直达（近中天体育馆）公交路线：1、31路（兰园站下即到）快速公交：B1路劳动路
广化街站下即到，或乘12、23、25、42、56路中天体育馆下，步行一百五十米即
到。也可乘B11,52路广化桥站下。
分会场：钟楼区星园路198号市委党校南大门对面，铂晶国际大酒店6楼617贵
宾室电梯直达。公交路线：39、52、226路常州党校站下即到。也可乘25、75、
75A、225路，常州大学白云校区站下即到。
天宁、钟楼、新北、武进、金坛，不方便携带者公司可安排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收购

活动日期：2019年4月4日起-4月9日截止（早8点-晚19点）

声 明
我公司开发的鼎邦花园小区于

2014年9月竣工验收交付，其中公

安编号28-30幢一层局部的社区服

务中心面积为609.18平方米。2014

年9月22日，我公司已按规定移交

给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我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在常州日报发

布的公告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次公告内容为准！

常州金新明珠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公 告
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拟对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20400201840194号）进行变更。经
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该项目相关利
害关系人到新桥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项目现场，或登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网站（网址：http://www.jsmlr.gov.
cn/cz）查看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19年4月16日止，公示期间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向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4日

明前南京雨花茶

尝鲜价：299元/斤(买2斤送1斤)

明前苏州碧螺春

尝鲜价：199元/斤(买3斤送1斤)

明前西湖龙井

尝鲜价：599元/斤

茅山青峰

尝鲜价：198元/斤

明前十大茗茶、精品紫砂壶特卖惠最后 天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功夫茶具
套装每日 2
名，99元

△西施壶每天 30
把，活动价99元！如
意壶每天20把，活动
价99元！

△ 宜兴精品紫砂壶99元 买1把送1把

咨询热线：86811851 82095179 活动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

经典石
瓢 每 日 20
把，99元

△

大型商场招租
和平中路413号常州报业传媒

大厦，原家乐福超市和平店（同济桥、
清凉寺南），面积16000多平方米（三
层），设施齐全，适合百货商场、展会
服务、大型超市、综合市场等类业态，
城市主干道路和平路旁，地铁1号线
直达（有2出口），多路公交有停靠站
点，地段好，交通便利。

另外常州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
有少量办公用房以及鹤苑新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有100-300平方
米店铺多间可出租。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3 月 30 日，18 位两院院士和专家
教授齐聚溧阳，参加中科院物理所长
三角物理研究中心专家战略咨询会，
并围绕“生态创新”，为溧阳建设“长三
角生态创新示范城市”把脉献策。

当前，溧阳正积极探索一条发挥
自然优势、能够挖掘特质、符合长三角
协作趋势的发展路径，致力建设以“生
态创新”为核心的“长三角生态创新示
范城市”。溧阳市委书记蒋锋表示，

“生态创新”作为溧阳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其内涵是让生态成为溧阳在长三
角一体化中的核心竞争力，让人愿意
来；把生态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让人
来了想再来；把生态优势转变成吸引
创新优势和创新力量的引擎，在更高
层次实现生态的价值；通过科技、人
才、产业与生态的融合，实现发展动能
的提升。

变生态优势为发展优
势，通向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当代中国和世界

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
溧阳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但

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打通
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价值实现路
径，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这是近
年来溧阳研究的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所长三
角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立泉认为，长三角
已成为人才、科研集聚的高地，溧阳地处
长三角几何中心，生态环境优良、区位优
势明显，把自身放到这样一个大格局中去
考量与谋划，致力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这样的做法是很有发展眼光的。
他认为溧阳可以创造友好的人文环境，不
随大流，不求规模，吸引更多科研团队或
者学术群体静下心来搞研发。

发挥创新力量，巧用“引
智力”搭建创新平台

“溧阳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抓手，作
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地方的长远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
刚表示，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必须要
有一条实践的路径，溧阳将“生态创新”

作为实践路径具有可行性。
近年来，溧阳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科研院所
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激励、创
新环境营造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科
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世界首座 100kWh 钠离子电池储
能电站在溧阳的投运，确立了我国钠离
子电池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的国际领先地
位。显示了溧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潜
力与希望。对此，中科院院士陈仙辉指
出，与引资金、引项目、引产业相比，溧阳
能够在“引智力”方面花大力气，搭建起
科技创新的平台和载体，是具有前瞻性
并十分明智的选择。

生态创新，产业、科技、人
才一个不能少

钢铁、水泥、化工等曾占溧阳工业比
重 70%左右，通过结构调整，如今已下
降到 26%，而制造、休闲、健康、智慧“四
大经济”占比提升到 49%，产业结构在
提质增效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旅游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实体经济
的支撑，要在工农业方面有创新和提

升。”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朱
诗尧建议，溧阳应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导
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闯出一条具
有溧阳特色的实业发展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
邦芬是宜兴人，他认为溧阳可以走“科
普＋旅游+高端学术论坛”联合发展的
路子，同时要注重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更好地释放生态优势。

“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的是人才。溧
阳要想留住人才，尤其是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才，必须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为人才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
创业环境。”如何留住优秀人才，于渌、叶
朝辉、向涛等院士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
建议加强医疗、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以优质医疗、教育吸引人才落户。

针对两院院士和专家教授们的建言
献策，溧阳市市长徐华勤表示，溧阳将进
一步加强与院士、专家的交流合作，通过
顾问指导、协同创新、技术转化、人才交
流等方式，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在溧阳转
化落地，助力溧阳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好层次实现高质量发展。

沈亚萍 李金堂

站位长三角，如何搞好生态创新？

最强大脑齐聚溧阳把脉献策

为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时刻提醒党员不忘革命先烈、牢
记历史使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4月2日，怡康花园社区党总支组织社
区党员们前往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展“缅怀先烈，重温历史，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主题党日活动。 朱志萍 图文报道

制造业企业是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常州经开区税务局党员先锋队队员来到我市制造
业规模企业——今创集团，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宣讲相关减税降费政策，将政策落到实处，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蒋雯 庄旦 王栋 高岷图文报道

“师傅，都怪我烧水时不当心，水
放得太多、越过那条‘横杠’，造成村上
停电，真是不好意思！”4 月 2 日，金坛
区金城镇五百亩史家村张大妈内疚地
对供电抢修人员万和平说。

当天，有用户报修称“五百亩村失
电”。金城供电所值班人员万和平、袁
云生接单后，立即赶往现场，发现是整
条线路跳闸。正当他俩准备挨家挨户
查找故障时，正与邻居聊天的张大妈
忽然想起自家电水壶还在烧水，赶忙
跑回家，发现就是电水壶惹的祸。

张大妈烧水，总喜欢把水放到满
满一壶。平时，她会留心在一旁等着，
发现有水溢出来，就用干毛巾擦掉。
没想到，这次出门收衣服，一时粗心竟
把烧水一事给忘得一干二净。因水越
过了安全“横杠”，开水溢出，漫入接线
板的插孔，引发短路，不仅家用保护器
烧坏，且引起五百亩台片区保护器跳
闸失电，所幸未引起火灾事故。

故障点找到了，万和平、袁云生迅
速帮助张大妈家更换好家用保护器、
电源插座，恢复整个台区供电。临走
时，他俩一再叮嘱张大妈：“千万不能
再粗心大意，安全第一。”

陈雪琴 夏冰 秋冰

小特写

电水壶惹祸

本报讯 昨天清晨5点20分，一艘
满载600吨煤的货船在经过锡溧漕河戴
溪大桥时渗水遇险，常州水上执法人员
经过3小时的抢险，终于化险为夷。

据悉，该船舶从张家港装载货物
后准备运往宜兴丁蜀，航行至锡溧漕
河戴溪大桥时，船员突然发现前驾驶

室下舱内进水，立即向 12395 发出求
救信号。

常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水上大队值班人员接警后，立即指
导船员抢滩自救，并迅速带上搜救泵
等抢险器材赶赴出事地点。到达现场
时，遇险船舶已在戴溪桥西北侧成功

抢滩，执法搜救人员立即安装高速搜
救泵抽排进水，帮助联系潜水员实施
水下堵漏，并对现场航道实施临时交
通管制。经潜水维修人员约半小时的
封堵处理，8 点半左右遇险船成功脱
险，重新返航。

经过询问，该船舶在途经无锡杨
市与他船交会时，因避让过度，船舶前
驾驶船底左侧部位触上岸边障碍物，
被撕开一处约50厘米的口子，行驶至
戴溪桥时才发现险情。 （倪萍 宋婧）

600吨煤船清晨遇险

本报讯 2 日下午，以“书香致
远新时代”为主题的第 10 届“金坛
读书月”启动。

据了解，今年金坛将举办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读书活动，
包括“品味传统文化 涵养核心价
值”、春到长荡湖·储光羲及唐代名
家诗词吟诵、第 4 届茅山春天诗歌
节、小小朗读者、青年学习社、强军
故事会、金沙名家行——校园人文
行等19类81项活动。

“金坛读书月”开展10年来，共
举办各类阅读活动1200多项，参与
者达数十万人次，已成为该区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的文化品牌，有力服
务“两个加快”发展，提升了城市形
象和品位。

该区开展的金沙大学堂、校园读
书节、巾帼好声音、社区微读书、唐王
故事会、茅山春天诗歌节等活动，走

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村镇和家庭，
吸引市民广泛参与；大雅读书会、樊登
读书会、近知人文学会等民间自发组
织，开展阅读沙龙、论坛、吟唱、朗诵等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该区已建成乾
元观茅山书院、东方盐湖城白云书院、
中盐金坛尚贤书院、金沙书院和同济复
兴古典书院金坛分院5大现代书院，与
新建区图书馆一起发挥主阵地作用，为
全民阅读提供更广服务。

在当天的书香金坛展演活动上，
团员青年集体朗诵了《习总书记对青
年的青春寄语》，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建
华、童自荣合作朗诵诗人舒婷的《致橡
树》，金坛作协成员集体朗诵《四月的
出发》，儒林镇表演古筝伴唱金坛唐朝
诗人戴叔伦的《兰溪棹歌》，并聘任丁
建华、童自荣、范石甫、葛安荣和周小
舟为首批书香金坛形象大使。

（赵鹤茂 陆骏）

建成现代5大书院

“金坛读书月”连续办10届

新北区薛家镇于 3 月 30 日上午举办“春风十里·扶鹞直上”主题活动。在
薛家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基立的指导下，薛家中心小
学学生手绘了美丽春日景象的特色风筝，风筝被放飞后如精灵般在天空轻舞
飞扬，春暖花开的薛家中心广场俨然成了风筝的世界。

汤丽娇 陈欣 周瑾亮 图文报道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9年5月7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大众牌SVW7167BMD小型轿车1辆；
（2）吉普牌GFA6460CGCA小型普通客车1辆；
（3）整体拍卖常州常沃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飞梭

绣花机5台、机器设备4台套。
（4）常州市湖塘镇御城55幢甲单元8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3.85㎡）；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星河城市花园一区6

幢2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60㎡）；
（6）常州市采菱公寓10幢乙单元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26.12㎡）；
（7）常州市五角场西村4幢甲单元104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47.77㎡）；
（8）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4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250.03㎡，其中阁楼面积29.01㎡）；
（9）常州市湖塘镇长虹路88号G18幢03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03.41㎡）；
（10）常州市晋陵中路207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1800.06㎡）；
（11）整体拍卖溧阳市兴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南渡镇强埠村东河沿路14号国有出让工业用土地
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15797.3㎡）及地上工业房产
（总建筑面积3813.3㎡，其中无证房屋建筑面积147.6㎡）、构筑物。

二、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19年4月1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苏H0K111宝马小型汽车一辆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司法拍卖公告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
茅台价格

2019年-2013年
1500-2000元

2012年2200元
2011年2300元
2010年2400元
2009年2500元
2008年2900元
2007年3100元
2006年3200元
2005年3300元
2004年3500元
2003年3800元
2002年4000元
2001年4200元

2000年5000元
1999年5200元
1998年5500元
1997年6000元
1996年7200元
1995年1万元

1994年1.05万元
1993年1.1万元
1992年1.12万元
1991年1.15万元
1990年1.18万元
1989年1.2万元
1988年1.3万元
1987年1.4万元

1986年1.5万元
1985年1.55万元
1984年1.6万元
1983年1.65万元
1982年1.7万元
1981年1.8万元
1980年2万元

1970-1979年
6-16万元

1960-1969年
价格面议

1950-1959年
价格面议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此次举办方满怀诚意而来，还望得到常州市老
前辈们的大力支持，特在常州征收茅台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古
井贡酒、全兴大曲、董酒、汾酒、白云边、习酒和其它品种的所有老酒。另收购老
安宫牛黄丸，老钱币，冬虫夏草，虎骨酒，各种洋酒等（成交酒价值一万元送价值
398元烧水器,成交酒价值超五万元送价值888元高档羊毛被，成交酒价值超
10万元送价值1988按摩椅，仅限前五十名）活动真实有效。

电话：15555995885 18226887000
（固话拨打前请加0）电话长期有效

活动地址：主会场：常州市劳动西路211号，状元楼大酒店5楼507贵宾室电梯
直达（近中天体育馆）公交路线：1、31路（兰园站下即到）快速公交：B1路劳动路
广化街站下即到，或乘12、23、25、42、56路中天体育馆下，步行一百五十米即
到。也可乘B11,52路广化桥站下。
分会场：钟楼区星园路198号市委党校南大门对面，铂晶国际大酒店6楼617贵
宾室电梯直达。公交路线：39、52、226路常州党校站下即到。也可乘25、75、
75A、225路，常州大学白云校区站下即到。
天宁、钟楼、新北、武进、金坛，不方便携带者公司可安排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收购

活动日期：2019年4月4日起-4月9日截止（早8点-晚19点）

声 明
我公司开发的鼎邦花园小区于

2014年9月竣工验收交付，其中公

安编号28-30幢一层局部的社区服

务中心面积为609.18平方米。2014

年9月22日，我公司已按规定移交

给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我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在常州日报发

布的公告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次公告内容为准！

常州金新明珠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公 告
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拟对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20400201840194号）进行变更。经
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该项目相关利
害关系人到新桥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项目现场，或登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网站（网址：http://www.jsmlr.gov.
cn/cz）查看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19年4月16日止，公示期间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向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4日

明前南京雨花茶

尝鲜价：299元/斤(买2斤送1斤)

明前苏州碧螺春

尝鲜价：199元/斤(买3斤送1斤)

明前西湖龙井

尝鲜价：599元/斤

茅山青峰

尝鲜价：198元/斤

明前十大茗茶、精品紫砂壶特卖惠最后 天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功夫茶具
套装每日 2
名，99元

△西施壶每天 30
把，活动价99元！如
意壶每天20把，活动
价99元！

△ 宜兴精品紫砂壶99元 买1把送1把

咨询热线：86811851 82095179 活动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

经典石
瓢 每 日 20
把，99元

△

大型商场招租
和平中路413号常州报业传媒

大厦，原家乐福超市和平店（同济桥、
清凉寺南），面积16000多平方米（三
层），设施齐全，适合百货商场、展会
服务、大型超市、综合市场等类业态，
城市主干道路和平路旁，地铁1号线
直达（有2出口），多路公交有停靠站
点，地段好，交通便利。

另外常州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
有少量办公用房以及鹤苑新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有100-300平方
米店铺多间可出租。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9年5月7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大众牌SVW7167BMD小型轿车1辆；
（2）吉普牌GFA6460CGCA小型普通客车1辆；
（3）整体拍卖常州常沃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飞梭

绣花机5台、机器设备4台套。
（4）常州市湖塘镇御城55幢甲单元8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3.85㎡）；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星河城市花园一区6

幢2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60㎡）；
（6）常州市采菱公寓10幢乙单元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26.12㎡）；
（7）常州市五角场西村4幢甲单元104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47.77㎡）；
（8）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4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250.03㎡，其中阁楼面积29.01㎡）；
（9）常州市湖塘镇长虹路88号G18幢03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03.41㎡）；
（10）常州市晋陵中路207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1800.06㎡）；
（11）整体拍卖溧阳市兴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南渡镇强埠村东河沿路14号国有出让工业用土地
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15797.3㎡）及地上工业房产
（总建筑面积3813.3㎡，其中无证房屋建筑面积147.6㎡）、构筑物。

二、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19年4月1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苏H0K111宝马小型汽车一辆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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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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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200元
2011年2300元
2010年2400元
2009年2500元
2008年2900元
2007年3100元
2006年3200元
2005年3300元
2004年3500元
2003年3800元
2002年4000元
2001年4200元

2000年5000元
1999年5200元
1998年5500元
1997年6000元
1996年7200元
1995年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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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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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8万元
1980年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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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此次举办方满怀诚意而来，还望得到常州市老
前辈们的大力支持，特在常州征收茅台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古
井贡酒、全兴大曲、董酒、汾酒、白云边、习酒和其它品种的所有老酒。另收购老
安宫牛黄丸，老钱币，冬虫夏草，虎骨酒，各种洋酒等（成交酒价值一万元送价值
398元烧水器,成交酒价值超五万元送价值888元高档羊毛被，成交酒价值超
10万元送价值1988按摩椅，仅限前五十名）活动真实有效。

电话：15555995885 18226887000
（固话拨打前请加0）电话长期有效

活动地址：主会场：常州市劳动西路211号，状元楼大酒店5楼507贵宾室电梯
直达（近中天体育馆）公交路线：1、31路（兰园站下即到）快速公交：B1路劳动路
广化街站下即到，或乘12、23、25、42、56路中天体育馆下，步行一百五十米即
到。也可乘B11,52路广化桥站下。
分会场：钟楼区星园路198号市委党校南大门对面，铂晶国际大酒店6楼617贵
宾室电梯直达。公交路线：39、52、226路常州党校站下即到。也可乘25、75、
75A、225路，常州大学白云校区站下即到。
天宁、钟楼、新北、武进、金坛，不方便携带者公司可安排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收购

活动日期：2019年4月4日起-4月9日截止（早8点-晚19点）

声 明
我公司开发的鼎邦花园小区于

2014年9月竣工验收交付，其中公

安编号28-30幢一层局部的社区服

务中心面积为609.18平方米。2014

年9月22日，我公司已按规定移交

给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我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在常州日报发

布的公告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次公告内容为准！

常州金新明珠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公 告
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拟对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20400201840194号）进行变更。经
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该项目相关利
害关系人到新桥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项目现场，或登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网站（网址：http://www.jsmlr.gov.
cn/cz）查看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19年4月16日止，公示期间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向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4日

明前南京雨花茶

尝鲜价：299元/斤(买2斤送1斤)

明前苏州碧螺春

尝鲜价：199元/斤(买3斤送1斤)

明前西湖龙井

尝鲜价：599元/斤

茅山青峰

尝鲜价：198元/斤

明前十大茗茶、精品紫砂壶特卖惠最后 天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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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壶每天 30
把，活动价99元！如
意壶每天20把，活动
价99元！

△ 宜兴精品紫砂壶99元 买1把送1把

咨询热线：86811851 82095179 活动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

经典石
瓢 每 日 20
把，99元

△

大型商场招租
和平中路413号常州报业传媒

大厦，原家乐福超市和平店（同济桥、
清凉寺南），面积16000多平方米（三
层），设施齐全，适合百货商场、展会
服务、大型超市、综合市场等类业态，
城市主干道路和平路旁，地铁1号线
直达（有2出口），多路公交有停靠站
点，地段好，交通便利。

另外常州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
有少量办公用房以及鹤苑新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有100-300平方
米店铺多间可出租。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9年5月7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大众牌SVW7167BMD小型轿车1辆；
（2）吉普牌GFA6460CGCA小型普通客车1辆；
（3）整体拍卖常州常沃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飞梭

绣花机5台、机器设备4台套。
（4）常州市湖塘镇御城55幢甲单元803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83.85㎡）；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星河城市花园一区6

幢2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1.60㎡）；
（6）常州市采菱公寓10幢乙单元16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26.12㎡）；
（7）常州市五角场西村4幢甲单元104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47.77㎡）；
（8）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4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250.03㎡，其中阁楼面积29.01㎡）；
（9）常州市湖塘镇长虹路88号G18幢03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03.41㎡）；
（10）常州市晋陵中路207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1800.06㎡）；
（11）整体拍卖溧阳市兴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南渡镇强埠村东河沿路14号国有出让工业用土地
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15797.3㎡）及地上工业房产
（总建筑面积3813.3㎡，其中无证房屋建筑面积147.6㎡）、构筑物。

二、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19年4月1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苏H0K111宝马小型汽车一辆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司法拍卖公告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
茅台价格

2019年-2013年
1500-2000元

2012年2200元
2011年2300元
2010年2400元
2009年2500元
2008年2900元
2007年3100元
2006年3200元
2005年3300元
2004年3500元
2003年3800元
2002年4000元
2001年4200元

2000年5000元
1999年5200元
1998年5500元
1997年6000元
1996年7200元
1995年1万元

1994年1.05万元
1993年1.1万元
1992年1.12万元
1991年1.15万元
1990年1.18万元
1989年1.2万元
1988年1.3万元
1987年1.4万元

1986年1.5万元
1985年1.55万元
1984年1.6万元
1983年1.65万元
1982年1.7万元
1981年1.8万元
1980年2万元

1970-1979年
6-16万元

1960-1969年
价格面议

1950-1959年
价格面议

常州市陈年老酒大量征集，此次举办方满怀诚意而来，还望得到常州市老
前辈们的大力支持，特在常州征收茅台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古
井贡酒、全兴大曲、董酒、汾酒、白云边、习酒和其它品种的所有老酒。另收购老
安宫牛黄丸，老钱币，冬虫夏草，虎骨酒，各种洋酒等（成交酒价值一万元送价值
398元烧水器,成交酒价值超五万元送价值888元高档羊毛被，成交酒价值超
10万元送价值1988按摩椅，仅限前五十名）活动真实有效。

电话：15555995885 18226887000
（固话拨打前请加0）电话长期有效

活动地址：主会场：常州市劳动西路211号，状元楼大酒店5楼507贵宾室电梯
直达（近中天体育馆）公交路线：1、31路（兰园站下即到）快速公交：B1路劳动路
广化街站下即到，或乘12、23、25、42、56路中天体育馆下，步行一百五十米即
到。也可乘B11,52路广化桥站下。
分会场：钟楼区星园路198号市委党校南大门对面，铂晶国际大酒店6楼617贵
宾室电梯直达。公交路线：39、52、226路常州党校站下即到。也可乘25、75、
75A、225路，常州大学白云校区站下即到。
天宁、钟楼、新北、武进、金坛，不方便携带者公司可安排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收购

活动日期：2019年4月4日起-4月9日截止（早8点-晚19点）

声 明
我公司开发的鼎邦花园小区于

2014年9月竣工验收交付，其中公

安编号28-30幢一层局部的社区服

务中心面积为609.18平方米。2014

年9月22日，我公司已按规定移交

给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我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在常州日报发

布的公告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次公告内容为准！

常州金新明珠房地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公 告
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拟对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20400201840194号）进行变更。经
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该项目相关利
害关系人到新桥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项目现场，或登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网站（网址：http://www.jsmlr.gov.
cn/cz）查看常州绿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北侧、崇义
路东侧、红河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
（XL120310-05）地块开发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19年4月16日止，公示期间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向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4日

明前南京雨花茶

尝鲜价：299元/斤(买2斤送1斤)

明前苏州碧螺春

尝鲜价：199元/斤(买3斤送1斤)

明前西湖龙井

尝鲜价：599元/斤

茅山青峰

尝鲜价：198元/斤

明前十大茗茶、精品紫砂壶特卖惠最后 天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功夫茶具
套装每日 2
名，99元

△西施壶每天 30
把，活动价99元！如
意壶每天20把，活动
价99元！

△ 宜兴精品紫砂壶99元 买1把送1把

咨询热线：86811851 82095179 活动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

经典石
瓢 每 日 20
把，99元

△

大型商场招租
和平中路413号常州报业传媒

大厦，原家乐福超市和平店（同济桥、
清凉寺南），面积16000多平方米（三
层），设施齐全，适合百货商场、展会
服务、大型超市、综合市场等类业态，
城市主干道路和平路旁，地铁1号线
直达（有2出口），多路公交有停靠站
点，地段好，交通便利。

另外常州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
有少量办公用房以及鹤苑新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有100-300平方
米店铺多间可出租。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