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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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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
产于2020年2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年2月6日10时至2020年
2月7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雅阁牌HG7205AAC5小型轿车
1辆

（2） 宝 马 牌 BMW7200GF
（BMW328i）小型轿车1辆

二、2020年2月18日10时至2020
年2月19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虹景花园47幢甲单元3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7.27㎡）

（2）常州市湖塘镇定安中路建工苑
11-1幢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259.65㎡）

（3）常州市和平国际商业街3幢乙单

元12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9.59㎡）
（4）常州市富邦商业广场1幢甲单元

16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49.05㎡）
（5）无锡市金太湖国际城1456不动

产（建筑面积1278.14㎡）
（6）整体拍卖常州市关河西路7号、

11 号、13 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1134.99㎡）

（7）拆分拍卖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
3813、4213、4313、4413、4513、5013、
5113室（建筑面积均为78.52㎡）不动产、
2号4706、5303、5306、5307室（建筑面
积均为73.26㎡）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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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一月十六日

司法拍卖公告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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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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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动产于2020年1月30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不动产于2020年2月18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
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
卖标的:

（1）常州市九洲新家园7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7.83平方米）

二、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城
11幢乙单元2604室（建筑面积为
142.94㎡）

（2）现代小汽车一辆

三、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
卖标的：动产于2020年2月3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
动产于2020年2月19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常州市新北区齐梁金府8
幢丙单元7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29.63㎡）

（2）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路114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1593.07㎡）

（3）常州市蔷薇家园15-108、
109号不动产（建筑面积742.72㎡）

（4）思威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
（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四、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
卖标的：不动产于2020年2月16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常州市金坛区五星家园5-
205室、4-10号车库（建筑面积：
144.48㎡，车库25.67㎡）

（2）常州市金坛区丽锦家园

10-甲-201室不动产、10-C04号
车库（建筑面积：158.38㎡，车库
18.05㎡）

（3）常州市金坛区东门大街
117-406室不动产（含装潢）（建筑
面积：113.05㎡）

（4）常州市金坛区西门大街
219-A3-209室不动产（含装潢）
（建筑面积：63.78㎡）

（5）常州市金坛区金谷华城金
禧园26-戊-402室不动产（含装
潢）（建筑面积：114.56㎡）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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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监 督 电 话 ：0519-
85579358

2020年1月16日

司法拍卖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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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
产于2020年2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年2月6日10时至2020年
2月7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雅阁牌HG7205AAC5小型轿车
1辆

（2） 宝 马 牌 BMW7200GF
（BMW328i）小型轿车1辆

二、2020年2月18日10时至2020
年2月19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虹景花园47幢甲单元3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7.27㎡）

（2）常州市湖塘镇定安中路建工苑
11-1幢丙单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259.65㎡）

（3）常州市和平国际商业街3幢乙单

元12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9.59㎡）
（4）常州市富邦商业广场1幢甲单元

16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49.05㎡）
（5）无锡市金太湖国际城1456不动

产（建筑面积1278.14㎡）
（6）整体拍卖常州市关河西路7号、

11 号、13 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1134.99㎡）

（7）拆分拍卖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
3813、4213、4313、4413、4513、5013、
5113室（建筑面积均为78.52㎡）不动产、
2号4706、5303、5306、5307室（建筑面
积均为73.26㎡）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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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一月十六日

司法拍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胡
浩）记者15日获悉，为加强基础学科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教育部将在部
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
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
见》（也称“强基计划”），这一计划主
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
的学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
特色，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
招生。

在招生选拔模式上，将探索建立
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考核评价学
生的招生模式。高校依据考生的高
考成绩，确定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
单。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考核
后，高校根据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
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
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
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按考
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对
于极少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
才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可制定
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办法，并
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须参加统一高
考。

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
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采取导师制、小
班化等培养模式。建立激励机制，增强
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成长发
展通道，对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
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
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探索建立本
—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推进科教
协同育人，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
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强基计划”录
取的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得转到相关
学科之外的专业就读。

据了解，教育部将遴选部分高校
开展这一试点。起步阶段，遴选部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相
关高校可向教育部申请并提交相关
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
案。教育部组织专家综合各方面因
素，研究确定“强基计划”招生高校、
专业及规模。2020年起，原有高校自
主招生方式不再使用。

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

今年起，原有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不再使用——

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

2003年教育部开展高校自主招生
改革以来，在探索综合评价学生、破解
招生“唯分数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效。有关调查研究表明，自主招生录取

的学生入校后在学业成绩、科技创新、
学术论文、升学深造等方面总体表现突
出。但近年来，自主招生也面临一些新
挑战和新问题，包括招生学科过于宽

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
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
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必须通过
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加以解决。

为什么要实施“强基计划”？

一是选拔定位不同。自主招生
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的学生”，而“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
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
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二是招生专业不同。自主招生未限
定高校招生专业范围；“强基计划”突
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
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安排招生。三

是入围校考的依据不同。自主招生
的入围依据主要是考生的申请材料；

“强基计划”的入围依据是考生高考
成绩，极少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
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可制
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办法，
并提前向社会公布。四是录取方式
不同。自主招生采取降分录取的方
式，最低可降至一本线；“强基计划”
将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85%）、高校

综合考核结果和综合素质评价等折算
成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体现
对学生更加全面的考查。五是培养模
式不同。相关高校对自主招生录取的
学生在培养方式上未作特殊安排；“强
基计划”录取学生将实行小班化、导师
制，并探索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
畅通学生成长发展通道，实现招生培养
良性互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和自主招生有哪些区别？

起步阶段，“强基计划”遴选部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

3 月底前，试点高校发布年度
“强基计划”招生简章。4 月，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在网上报名参
加“强基计划”招生。6 月，所有考
生参加统一高考。6 月 25 日前，各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向有关高校提
供报名考生高考成绩（不含高考加
分）。6月 26日前，高校依据考生的
高考成绩，按在各省（区、市）“强基
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参
加学校考核的考生名单并公示入
围标准。7 月 4 日前，高校组织考

核。7 月 5 日前，高校将考生高考成
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
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
（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85%），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考生综
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并公示录
取标准。

招生具体流程是什么？

“强基计划”将进一步严格规范招
生程序，建立更高水平的公平保障机
制。一是严格高校考核。按照国家教
育考试有关要求组织实施高校考核，

笔试、面试安排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
化考点进行。面试采取专家、考生“双
随机”抽签的方式，全程录音录像。二
是完善信息公开公示。规范公开内

容，主动接受监督。三是加强违规违纪
查处。将“强基计划”纳入巡视和督导工
作范围，建立动态准入退出机制。对于
违规违纪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如何确保招生公平公正？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王希
魏弘毅）国务院国资委15日发布
数据，2019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
利润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8%，下半年以来增速稳步回升。

2019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态势持续巩固，较好实现全
年各项预期目标。据国资委新闻发
言人彭华岗在15日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介绍，去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30.8万亿元、利润总额1.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6%和
8.8%。2019年央企营业收入利润
率为6.1%，同比提升0.1个百分点。

2019年，中央企业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7%，与
净利润增速保持同步，同期国有资本
回报率5.2%，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
股东回报水平进一步提升；2019年央
企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提高5.7%，人
均创利同比增长9%。

2019年，中央企业上交税费2.2
万亿元，同比增长3.6%；3家通信企业
落实提速降费等要求，流量平均资费
降幅超过30%，降费约4600亿元；2
家电网企业落实降电价政策，一般工
商业电价较年初下降10%，降低社会
用电成本约530亿元。

2019年——

央企净利润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合肥1月15日电（记者
姜刚）安徽省气象台15日15时10
分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12小
时内阜阳南部、淮南南部、六安、合
肥、马鞍山部分地区降雪量将达4
毫米，局部可达6毫米以上。

记者从安徽省气象局了解到，
15日夜里，安徽全省阴天。沿淮淮
北地区有小雪，部分地区中雪；江淮

之间有小雪，部分地区中到大雪；大别
山区局部大雪到暴雪，江南北部有雨
夹雪，南部中雨。16日，淮北部分地
区有小雪；江淮之间、皖南山区有雨夹
雪或小雪，东部部分地区中雪，其他地
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7日，江南部分
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渐止。18日，淮
北地区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
有小雨，其中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

安徽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

大别山区局部暴雪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于文
静 庞昕熠）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二级巡视员王俊勋15日表示，当
前生猪生产方面多重积极因素不支
持春节前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同
时，通常节后猪肉消费会有所下降，
预计今年春节前后猪肉供需总体平
稳。

2019年以来，受猪周期、非洲
猪瘟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生
猪产能下降较多。随着国家和地方
一系列稳产保供政策措施密集出
台、落地，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增
强，市场预期正在趋稳。

王俊勋介绍说，从2019年 12

月份监测情况看，一些养猪场户前期
存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上市，生猪
出栏环比增加14.1%，出栏平均活重
达到128.5公斤，综合测算猪肉产量
将增加17.1%；从消费监测数据看，12
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
长11.7%。虽然供需都在增加，猪肉
供需矛盾有所缓和。

“目前存栏大猪还有一定数量，春
节前将逐步出栏，一些屠宰加工和流
通企业的库存正陆续出货，政府储备
和进口猪肉也在陆续投放，加上南方
做腊肉、北方杀年猪的高峰期就要过
去，这些积极因素都不支持春节前猪
肉价格进一步上涨。”王俊勋说。

春节前后——

猪肉供需有望总体平稳

伊朗司法机关14日逮捕一些关联
军方误击乌克兰航空公司客机的嫌疑
人。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同一天重申，
将彻查误击事件，提议设立特别法庭。

逮捕多人

伊朗官方媒体以司法机关发言人吴
拉姆侯赛因·伊斯梅利为消息源报道，司
法机关已就误击乌航客机事件“广泛调

查”，“一些人遭逮捕”。
伊斯梅利没有提及司法机关逮捕多

少人以及这些人的姓名和职务。
法新社报道，这是伊朗首次就误击

乌航客机逮捕嫌疑人。
乌航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 8

日早晨从德黑兰霍梅尼机场起飞后不久
坠毁，17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
难。三天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
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承认，他所
在的部队误把这架客机当成“敌对目

标”，发射导弹将它击落。
误击客机前不久，伊朗向驻伊拉

克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报复美军3
日炸死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
尼等8人。

特别法庭

鲁哈尼14日说，误击乌航客机是
“痛苦、不可原谅的错误”，承诺伊朗政
府“尽一切办法”调查事件并提议组建
特别法庭。

“司法机关应该设立一个由高级
别法官和数十名专家组成的特别法
庭，”鲁哈尼说，“这不是一桩普通案
件，全世界都将紧盯这个法庭。”

鲁哈尼认为，不止一人应该为误
击客机事件担责。“这不仅是按下按钮
那个人的错误。还有其他人，我希望
向民众作出明确解释。”“任何应该被
惩罚的人都必须接受司法审理。”

鲁哈尼说，尽管所有悲剧的根源
是美国，但这不是伊朗方面不追究误
击事件根本原因的理由。政府承认军
方由于“人为错误”击落客机是“良好
的第一步”。

鲁哈尼要求政府官员解释为何在
事发三天后承认误击客机。他认为，更
重要的是必须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伊朗方面已经邀请来自加拿大、
法国、乌克兰和美国的专家参与调
查。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14日

说，乌航客机两
只“黑匣子”、即
飞行数据记录
器和驾驶舱语
音记录器将不
会送往法国，而
是在乌克兰下
载数据。

加 拿 大 交
通安全委员会
13 日晚发布消
息说，伊朗方面
确保加方调查
人员接触坠机
残 骸 和“ 黑 匣
子”。这一委员
会主席凯茜·福
克斯说，有迹象
显示伊方允许
加方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逮捕误击乌航客机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