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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将
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其中不动产于2019年12月29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19年12
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万福花园13幢乙单元601室

（建筑面积194.81㎡）
（2）常州市奥林匹克花园64幢甲单元501

室（建筑面积170.36㎡）
（3）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8室（建

筑面积90.29㎡）
（4）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9室（建

筑面积82.60㎡）
（5）常州市大明蓝山湖苑4幢乙单元1203

室（建筑面积86.5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太湖阳光花园11

幢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3.83㎡）
(2)74件珠宝首饰(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商业中心

1205、2-109、2-133、2-206、3-123五套不
动产

（4）彩涂铝卷生产线、精密纵剪生产线等
机器设备7套（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华得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本市横

山桥镇芳茂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9252.8㎡、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3739.51㎡，其中有证部分2363.04㎡，无证部
分1376.47㎡）

（2）常州市翠园世家3幢甲单元1102室
（建筑面积为89.56㎡）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宝骏牌LZW7151ABF小型轿车一辆

（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19年12月30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1）常州市公园路18-703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76.09㎡）

（2）常州市局前街50号803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74.7㎡）

（3）常州市横山桥新安村不动产（建筑面
积346.72㎡）

（4）常州市采菱路河苑家园18-甲-101
不动产（建筑面积168.51㎡）

（5）常州市金坛区河滨新村222-304室不
动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建筑面积为70.63㎡）

（6）常州市蔷薇花园104个车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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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未按

规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报废、转
入业务，或其所有的机动车临界报废、
临界检验；一批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
定办理期满换证、降级换证、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驾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
习期结束后接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
习期准驾车型、注销驾驶证、注销校车
驾驶资格业务，或其机动车驾驶证临
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交通
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期延长；现将
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信息详见“常
州市公安局”平安资讯之公示公告栏
目 （www.gaj.changzhou.gov.cn）
2019年第二十一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27日

公 告
下列人员因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为确保驾驶

人自身的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有关
条款规定，公安机关将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恢复
正常后凭相关证明可重新申领）。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19年11月27日

姓名

刘林

董丽莉

张勇

盛英杰

陈小君

李玉建

档案编号

320401380395

320401083960

320401259429

320400138632

320400381969

320401973754

姓名

李超

孙全林

岳洋

金杰

华明佳

陈德江

档案编号

320401950962

320400173342

320400492877

320401023547

320402224705

320400827457

公 告
我局对张松涛(公民身份号码：320404196805080829)在新北区阳光花园西门

口北侧裙楼楼顶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依法立案查处，已于2019年4月4日送达常新
城综执罚字（2018）第005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觉
履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催告。我局多次
送达《催告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催
字[2019]0050202号《催告书》，责令你履行：1、罚款义务，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2、
加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3、拆除义务，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擅自设置的
户外广告。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至我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0519-85152319），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8日

“晶曜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晶曜花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仁和路以东、云河路北侧，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4.9536万㎡。
一、招标单位：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彬 联系电话：13951213882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怡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
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2日(节假日
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六楼综合办
公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端)进行网上预报名；
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
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
投报的要增带市、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
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
czwyglw.com自行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

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
项目概要：住化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滨

江化学工业园，主要从事半导体用超高纯度化学品的生
产。公司拟投资20727.92万元人民币，在厂区原有空地内
建设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形成36000t/a硫
酸产品及 86040t/a工业级产品 102%发烟硫酸的生产
规模。

2、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现有工程：企业现有年产26400吨31%双氧水、3300吨

副产品高浓度双氧水、4500吨双氧水清洗剂、24000吨96%
硫酸、57512吨工业级产品102%发烟硫酸、12000吨99%异
丙醇和598吨副产品异丙醇DR液生产装置。

（1）废气：经吸收（酸/碱）、冷凝、活性炭吸附等措施处理
后有组织排放。

（2）废水：经厂内污水站预处理达标接管至常州民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3）噪声：噪声主要来源于泵、空压机、风机、冷却塔等设
备，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
（4）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泥作为一

般固废委外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徐工 0519-

88811257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赵工0519-81289610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

longhuanhj.com/news/1815.html
可至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

业广场1栋1614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longhuanhj.

com/news/1238.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传真 0519-

86902530、电子邮件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1月26日~12

月2日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政复〔2019〕80号、常政复〔2019〕82号、
常政复〔2019〕83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
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9年11月29日
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公布内容：详见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四、联系机构：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8日

本报讯 曾经的地标——文化宫广
场承载着无数常州人的回忆。随着地铁
1 号线的开通，明年文化宫地下广场将
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亮相。

“新的文化宫广场分地上和地下两
部分，地上是市民广场，地下是商业广
场，共有三层。”据常州深喜都市邻客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总经理陈建强介
绍，地下一层、二层既是换乘集散空间，
也有商业功能，三层为停车场，近400个

车位，主要解决市中心核心区域的停车
难题。整个商业面积为 32000 平方米，
可容纳 120 多家商户，目前市轨道交通
发展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公共区装修。“准
备工作做好后，才会正式移交给我们运
营”。

运营商是成立于 1993 年的上海深
喜集团，它的轨道交通商业经营涵盖上
海中山公园、虹口足球场、浦东科技馆、
漕溪路、九亭、中山公园、上海火车站、宝

山路、东宝兴路、江湾镇、水产路等众多
地铁站点，高铁商业涵盖上海虹桥站、南
京南站、杭州南站等高铁站，机场商业涵
盖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等。

2018年，深喜集团通过竞标获得常
州地铁文化宫站商业项目的 15 年经营
权，主要是看中常州地铁 1 号线与 2 号
线交会带来的商机。

据悉，文化宫地下广场将是全国地
铁首个主打 15 岁－35 岁人群的时尚商

业，以餐饮为主、生活配套为辅，打造休
闲主题广场。截至 11 月 25 日，招商完
成40%。

从地下商业来说，文化宫开发是最
早的。地铁 1 号线开通，常州的地下商
业开发将加速。业内人士指出，地下空
间开发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地下商
业世界会越来越丰富，常州目前在这方
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凃贤平 黄洁璐 徐蕾 沙杨）

地铁换乘+商业广场+停车场

文化宫地下广场将全新亮相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

队 22 日公布，我市 10 月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环比和同比分别上
涨0.7%和3.4%。

从 同 比 看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13.4%，影响 CPI 上涨约 2.24 个百
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1.4%，影响
CPI上涨约1.2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食品方面，猪肉价格
上涨 21.8%；受猪价上涨拉动与消

费替代需求影响，牛肉、羊肉、畜肉
副产品、鸡肉和鸭肉价格均有所上
涨，涨幅4.8%－14.4%；鲜果和鲜菜
供应充足，价格分别下降 4.7%和
1.4% ；鸡 蛋 价 格 由 涨 转 降 ，下 降
3.0%。非食品中，受换季影响，服装
价格上涨 0.6%；国庆节期间出行增
加，飞机票、旅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9.7%和6.5%。

（缪敏 龚励）

我市10月CPI同比上涨3.4%

22 日，在勤业新村第二社区大厅
里，摆放的机器人、汽车、卡通人物和
工艺品等，都是市民手工志愿者利用

废旧纸箱制作而成的。据悉，这些作
品是我市第十二届社区邻里节“变废
为宝”快递纸箱回收系列行动中，利用

网络新媒体在线发起的纸箱改造“变
废为宝”的成果，引导人们践行绿色、
低碳生活理念，促进垃圾分类回收。

后期，活动方还将开展纸箱回收
公益计划，通过社区进行纸箱环保回
收积分兑换等。

文明 秋冰 史劲松图文报道

“快递纸箱”变废为宝

在金坛区西城街道方边村，
有一对彝族夫妻制作的豆腐被当
地村民称作“限量版”，每天过了
8点，想买就只好等到第二天了。

该村妇女主任李夕珍介绍，
这对夫妻每天只浸泡20斤黄豆，
踏着三轮车在周边四五个自然村
叫卖。正是靠这很不显眼的手工
制作的豆腐，这个家庭脱了贫。

这家男主人叫蔡进华，今年
68 岁，曾是贵州省织金县的代课
教师。女主人叫郑发芬，今年 67
岁。1996 年，夫妻两人带着孩子
从老家移民到方边村。初来乍到，
一家人仅靠5亩农田维持生活。

蔡进华回忆，当时花7000多
元买下村里一户村民的 5 间平房
居住。他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妻
子则腾出两间房，购置了制作豆
腐的石磨、大缸等工具，一心一意
做起了豆腐。

“磨豆腐很苦、很累，全靠自
己一个人。老蔡在外打工摔伤了
腰，最多只能打打下手，帮着做做
家务。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从进
黄豆、泡黄豆到豆腐出锅、叫卖，
都是我一个人在忙。”说到伤心
处，郑发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郑发芬每天零点起床磨豆
腐，4 点半就出了门。她在涑渎、

黄庄、岳阳、孔家桥等几个村叫
卖，8 点左右就卖完，很有规律。
老顾客们都说，她制作的豆腐嫩，
分量足，不愁卖。

靠磨豆腐，这对彝族夫妻不
仅供 3 个孩子读完大学，而且家
里还有了存款，小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如今，两个女儿都已出嫁，
小儿子在苏州工作，收入不低。虽
然没有了经济负担，但郑发芬还
是想把她的业务扩展到金坛城
区，让更多的人吃到纯手工制作
的豆腐。

方边村党总支书记田松青说，
这对少数民族夫妻从不哭穷，也没
怨言，更不向村里伸手。他们凭一
技之长自食其力，改变了家庭的贫
穷面貌，是全村的励志典型。

赵鹤茂 周玲 汤汉华

磨 豆 腐 脱 贫

本报讯 近日，常州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在
辖区水域启用船舶燃油快速检测
仪，使获取检测数据的时间从原来
的 3－5 天缩短为 5 分钟，极大提升
了监管效能。

11月26日上午，水上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对停泊在中天钢厂码头的
3艘船舶进行了燃油质量检验。船长
在现场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完成燃油
取样，样品由执法人员和船长签字

确认后一式两份当场封存，样品详
细记载了取样的时间、船舶、具体地
点、数量等基本情况。两名执法人员
当场将样品进行检测，约 5 分钟，船
舶燃油快速检测仪就得出检测结
果。此次抽取的3份样品硫含量均不
超过10mg/kg，符合船舶燃料油含
硫标准。据悉，以往开展船舶燃油检
查时，需要将抽检样品送交专业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3－5 个工作日才
能出具检测报告。 （倪萍 宋婧）

检测燃油质量用上“黑科技”

从5天降至5分钟

本报讯 24日，2019-2020年
度 DI 江苏创新思维大赛在南京开
幕。我市横林实验小学组建了两支
参赛队伍。参赛学生展开一系列脑
洞大开的创意想法，设计想象多个
情景，在充满创意的舞台上一展风
采，并脱颖而出，喜获佳绩。

据了解，夏俭老师和孙逸老师
带领的“勇气队”、胡杰老师和周建
芬老师带领的“天启队”共 12 位学
生分别参加了中心挑战 D 救援行
动、挑战E纸牌奥密，每支挑战队伍
还参加即兴挑战。最终，“勇气队”获
小学组一等奖“文艺复兴奖”，“天启

队”获三等奖“探索精神奖”。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该

校从挑选队员到组建队伍，从个体走
向团队的统一，带队老师经常在一起
讨论如何更好地把握赛题，激发学
生创新的火花。DI 是培养青少年实
际创新能力的国际性教育项目，申
报的《DI学习坊：让创新思维活动发
生》今年还被常州市教育局确定为
常州市基础教育学校前瞻性教学改
革实验项目。同时，学校依托“DI 学
习坊”的建设，改变教师教与学的传
统模式，探索学校教育未来发展的
变革路径。（夏俭 孙逸 黄智平）

在DI江苏创新思维大赛中

横林实验小学获佳绩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至 24 日，溧阳
举办“东华杯”象棋公开赛。这是该市对
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棋赛，吸引各地参赛
者120人，还有1名为越南人。

这次棋赛是溧阳市政府购买的公共体
育服务项目，参赛棋手最大的70岁、最小的
10岁，实力强劲，有30余人获得过省冠军。

经过一番鏖战，河南省驻马店市姚
洪新获第一名，浙江省龙游市陆宏伟获
第二名，山西省太原市韩强获第三名，溧
阳市作为东道主，有2人进入前24名。

（芮伟芬 黄洪明 秦春涌）

溧阳举行象棋公开赛

小 故 事

连日来，常州金陵明都大饭店金牌厨师结对校园食堂活动正式启动。
19 日，在湖塘实验中学食堂，前来服务的金牌厨师长吴国光亲自掌勺演示
大锅也能做出精品家常菜，丰富校园餐桌，让放心饭菜更加丰富可口。

臧凯国 成建伟 黄智平图文报道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将
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其中不动产于2019年12月29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19年12
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万福花园13幢乙单元601室

（建筑面积194.81㎡）
（2）常州市奥林匹克花园64幢甲单元501

室（建筑面积170.36㎡）
（3）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8室（建

筑面积90.29㎡）
（4）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9室（建

筑面积82.60㎡）
（5）常州市大明蓝山湖苑4幢乙单元1203

室（建筑面积86.5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太湖阳光花园11

幢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3.83㎡）
(2)74件珠宝首饰(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商业中心

1205、2-109、2-133、2-206、3-123五套不
动产

（4）彩涂铝卷生产线、精密纵剪生产线等
机器设备7套（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华得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本市横

山桥镇芳茂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9252.8㎡、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3739.51㎡，其中有证部分2363.04㎡，无证部
分1376.47㎡）

（2）常州市翠园世家3幢甲单元1102室
（建筑面积为89.56㎡）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宝骏牌LZW7151ABF小型轿车一辆

（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19年12月30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1）常州市公园路18-703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76.09㎡）

（2）常州市局前街50号803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74.7㎡）

（3）常州市横山桥新安村不动产（建筑面
积346.72㎡）

（4）常州市采菱路河苑家园18-甲-101
不动产（建筑面积168.51㎡）

（5）常州市金坛区河滨新村222-304室不
动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建筑面积为70.63㎡）

（6）常州市蔷薇花园104个车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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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未按

规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报废、转
入业务，或其所有的机动车临界报废、
临界检验；一批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
定办理期满换证、降级换证、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驾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
习期结束后接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
习期准驾车型、注销驾驶证、注销校车
驾驶资格业务，或其机动车驾驶证临
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交通
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期延长；现将
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信息详见“常
州市公安局”平安资讯之公示公告栏
目 （www.gaj.changzhou.gov.cn）
2019年第二十一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27日

公 告
下列人员因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为确保驾驶

人自身的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有关
条款规定，公安机关将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恢复
正常后凭相关证明可重新申领）。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19年11月27日

姓名

刘林

董丽莉

张勇

盛英杰

陈小君

李玉建

档案编号

320401380395

320401083960

320401259429

320400138632

320400381969

320401973754

姓名

李超

孙全林

岳洋

金杰

华明佳

陈德江

档案编号

320401950962

320400173342

320400492877

320401023547

320402224705

320400827457

公 告
我局对张松涛(公民身份号码：320404196805080829)在新北区阳光花园西门

口北侧裙楼楼顶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依法立案查处，已于2019年4月4日送达常新
城综执罚字（2018）第005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觉
履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催告。我局多次
送达《催告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催
字[2019]0050202号《催告书》，责令你履行：1、罚款义务，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2、
加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3、拆除义务，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擅自设置的
户外广告。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至我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0519-85152319），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8日

“晶曜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晶曜花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仁和路以东、云河路北侧，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4.9536万㎡。
一、招标单位：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彬 联系电话：13951213882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怡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
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2日(节假日
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六楼综合办
公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端)进行网上预报名；
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
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
投报的要增带市、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
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
czwyglw.com自行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

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
项目概要：住化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滨

江化学工业园，主要从事半导体用超高纯度化学品的生
产。公司拟投资20727.92万元人民币，在厂区原有空地内
建设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形成36000t/a硫
酸产品及 86040t/a工业级产品 102%发烟硫酸的生产
规模。

2、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现有工程：企业现有年产26400吨31%双氧水、3300吨

副产品高浓度双氧水、4500吨双氧水清洗剂、24000吨96%
硫酸、57512吨工业级产品102%发烟硫酸、12000吨99%异
丙醇和598吨副产品异丙醇DR液生产装置。

（1）废气：经吸收（酸/碱）、冷凝、活性炭吸附等措施处理
后有组织排放。

（2）废水：经厂内污水站预处理达标接管至常州民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3）噪声：噪声主要来源于泵、空压机、风机、冷却塔等设
备，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
（4）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泥作为一

般固废委外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徐工 0519-

88811257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赵工0519-81289610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

longhuanhj.com/news/1815.html
可至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

业广场1栋1614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longhuanhj.

com/news/1238.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传真 0519-

86902530、电子邮件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1月26日~12

月2日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政复〔2019〕80号、常政复〔2019〕82号、
常政复〔2019〕83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
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9年11月29日
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公布内容：详见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四、联系机构：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8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将
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其中不动产于2019年12月29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19年12
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万福花园13幢乙单元601室

（建筑面积194.81㎡）
（2）常州市奥林匹克花园64幢甲单元501

室（建筑面积170.36㎡）
（3）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8室（建

筑面积90.29㎡）
（4）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9室（建

筑面积82.60㎡）
（5）常州市大明蓝山湖苑4幢乙单元1203

室（建筑面积86.5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太湖阳光花园11

幢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3.83㎡）
(2)74件珠宝首饰(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商业中心

1205、2-109、2-133、2-206、3-123五套不
动产

（4）彩涂铝卷生产线、精密纵剪生产线等
机器设备7套（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华得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本市横

山桥镇芳茂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9252.8㎡、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3739.51㎡，其中有证部分2363.04㎡，无证部
分1376.47㎡）

（2）常州市翠园世家3幢甲单元1102室
（建筑面积为89.56㎡）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宝骏牌LZW7151ABF小型轿车一辆

（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19年12月30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1）常州市公园路18-703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76.09㎡）

（2）常州市局前街50号803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74.7㎡）

（3）常州市横山桥新安村不动产（建筑面
积346.72㎡）

（4）常州市采菱路河苑家园18-甲-101
不动产（建筑面积168.51㎡）

（5）常州市金坛区河滨新村222-304室不
动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建筑面积为70.63㎡）

（6）常州市蔷薇花园104个车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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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未按

规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报废、转
入业务，或其所有的机动车临界报废、
临界检验；一批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
定办理期满换证、降级换证、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驾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
习期结束后接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
习期准驾车型、注销驾驶证、注销校车
驾驶资格业务，或其机动车驾驶证临
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交通
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期延长；现将
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信息详见“常
州市公安局”平安资讯之公示公告栏
目 （www.gaj.changzhou.gov.cn）
2019年第二十一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27日

公 告
下列人员因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为确保驾驶

人自身的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有关
条款规定，公安机关将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恢复
正常后凭相关证明可重新申领）。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19年11月27日

姓名

刘林

董丽莉

张勇

盛英杰

陈小君

李玉建

档案编号

320401380395

320401083960

320401259429

320400138632

320400381969

320401973754

姓名

李超

孙全林

岳洋

金杰

华明佳

陈德江

档案编号

320401950962

320400173342

320400492877

320401023547

320402224705

320400827457

公 告
我局对张松涛(公民身份号码：320404196805080829)在新北区阳光花园西门

口北侧裙楼楼顶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依法立案查处，已于2019年4月4日送达常新
城综执罚字（2018）第005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觉
履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催告。我局多次
送达《催告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催
字[2019]0050202号《催告书》，责令你履行：1、罚款义务，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2、
加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3、拆除义务，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擅自设置的
户外广告。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至我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0519-85152319），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8日

“晶曜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晶曜花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仁和路以东、云河路北侧，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4.9536万㎡。
一、招标单位：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彬 联系电话：13951213882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怡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
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2日(节假日
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六楼综合办
公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端)进行网上预报名；
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
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
投报的要增带市、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
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
czwyglw.com自行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

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
项目概要：住化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滨

江化学工业园，主要从事半导体用超高纯度化学品的生
产。公司拟投资20727.92万元人民币，在厂区原有空地内
建设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形成36000t/a硫
酸产品及 86040t/a工业级产品 102%发烟硫酸的生产
规模。

2、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现有工程：企业现有年产26400吨31%双氧水、3300吨

副产品高浓度双氧水、4500吨双氧水清洗剂、24000吨96%
硫酸、57512吨工业级产品102%发烟硫酸、12000吨99%异
丙醇和598吨副产品异丙醇DR液生产装置。

（1）废气：经吸收（酸/碱）、冷凝、活性炭吸附等措施处理
后有组织排放。

（2）废水：经厂内污水站预处理达标接管至常州民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3）噪声：噪声主要来源于泵、空压机、风机、冷却塔等设
备，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
（4）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泥作为一

般固废委外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徐工 0519-

88811257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赵工0519-81289610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

longhuanhj.com/news/1815.html
可至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

业广场1栋1614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longhuanhj.

com/news/1238.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传真 0519-

86902530、电子邮件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1月26日~12

月2日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政复〔2019〕80号、常政复〔2019〕82号、
常政复〔2019〕83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
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9年11月29日
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公布内容：详见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四、联系机构：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8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将
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其中不动产于2019年12月29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19年12
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万福花园13幢乙单元601室

（建筑面积194.81㎡）
（2）常州市奥林匹克花园64幢甲单元501

室（建筑面积170.36㎡）
（3）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8室（建

筑面积90.29㎡）
（4）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2109室（建

筑面积82.60㎡）
（5）常州市大明蓝山湖苑4幢乙单元1203

室（建筑面积86.5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太湖阳光花园11

幢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3.83㎡）
(2)74件珠宝首饰(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商业中心

1205、2-109、2-133、2-206、3-123五套不
动产

（4）彩涂铝卷生产线、精密纵剪生产线等
机器设备7套（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华得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本市横

山桥镇芳茂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9252.8㎡、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3739.51㎡，其中有证部分2363.04㎡，无证部
分1376.47㎡）

（2）常州市翠园世家3幢甲单元1102室
（建筑面积为89.56㎡）

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宝骏牌LZW7151ABF小型轿车一辆

（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19年12月30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1）常州市公园路18-703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76.09㎡）

（2）常州市局前街50号803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74.7㎡）

（3）常州市横山桥新安村不动产（建筑面
积346.72㎡）

（4）常州市采菱路河苑家园18-甲-101
不动产（建筑面积168.51㎡）

（5）常州市金坛区河滨新村222-304室不
动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建筑面积为70.63㎡）

（6）常州市蔷薇花园104个车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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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未按

规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报废、转
入业务，或其所有的机动车临界报废、
临界检验；一批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
定办理期满换证、降级换证、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驾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
习期结束后接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
习期准驾车型、注销驾驶证、注销校车
驾驶资格业务，或其机动车驾驶证临
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交通
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期延长；现将
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信息详见“常
州市公安局”平安资讯之公示公告栏
目 （www.gaj.changzhou.gov.cn）
2019年第二十一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1月27日

公 告
下列人员因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为确保驾驶

人自身的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有关
条款规定，公安机关将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恢复
正常后凭相关证明可重新申领）。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19年11月27日

姓名

刘林

董丽莉

张勇

盛英杰

陈小君

李玉建

档案编号

320401380395

320401083960

320401259429

320400138632

320400381969

320401973754

姓名

李超

孙全林

岳洋

金杰

华明佳

陈德江

档案编号

320401950962

320400173342

320400492877

320401023547

320402224705

320400827457

公 告
我局对张松涛(公民身份号码：320404196805080829)在新北区阳光花园西门

口北侧裙楼楼顶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依法立案查处，已于2019年4月4日送达常新
城综执罚字（2018）第005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觉
履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催告。我局多次
送达《催告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催
字[2019]0050202号《催告书》，责令你履行：1、罚款义务，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2、
加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3、拆除义务，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擅自设置的
户外广告。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至我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0519-85152319），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8日

“晶曜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晶曜花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仁和路以东、云河路北侧，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4.9536万㎡。
一、招标单位：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彬 联系电话：13951213882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怡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
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2日(节假日
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六楼综合办
公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端)进行网上预报名；
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
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
投报的要增带市、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
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
czwyglw.com自行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

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
项目概要：住化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滨

江化学工业园，主要从事半导体用超高纯度化学品的生
产。公司拟投资20727.92万元人民币，在厂区原有空地内
建设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形成36000t/a硫
酸产品及 86040t/a工业级产品 102%发烟硫酸的生产
规模。

2、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现有工程：企业现有年产26400吨31%双氧水、3300吨

副产品高浓度双氧水、4500吨双氧水清洗剂、24000吨96%
硫酸、57512吨工业级产品102%发烟硫酸、12000吨99%异
丙醇和598吨副产品异丙醇DR液生产装置。

（1）废气：经吸收（酸/碱）、冷凝、活性炭吸附等措施处理
后有组织排放。

（2）废水：经厂内污水站预处理达标接管至常州民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3）噪声：噪声主要来源于泵、空压机、风机、冷却塔等设
备，各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
（4）固废：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泥作为一

般固废委外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徐工 0519-

88811257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赵工0519-81289610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

longhuanhj.com/news/1815.html
可至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商

业广场1栋1614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longhuanhj.

com/news/1238.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传真 0519-

86902530、电子邮件longhuanhj@sina.cn。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1月26日~12

月2日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扩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政复〔2019〕80号、常政复〔2019〕82号、
常政复〔2019〕83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
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9年11月29日
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公布内容：详见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
四、联系机构：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8日

本报讯 2019 年江苏省第九届演
武大会日前圆满结束，常州代表队表现
出众，奖牌数和综合成绩排名位居第二。

这次大赛由江苏省体育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省武术运动协会主办，淮安市
武术运动协会、淮阴工学院承办。此次
演武大会具有比赛项目全、年龄跨度大

（6-70 岁）、参与人数多（1211）三大特
色，全省共有 65 支代表队参赛，苏州代
表队总成绩名列第一。

常州市武术运动协会代表队这次派
出分别由武进区、金坛区、常州市区组成
的代表队，共33人参加比赛，摘获金牌19
枚、银牌13枚、铜牌11枚，参赛的6个集
体项目取得集体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三
个、三等奖一个的好成绩。（黎明 坚毅）

全省演武 常州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