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5日 星期四
总编办主办 编辑、组版:孙人杰 校对：张雯 朱炜铭国内国际新闻A2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7月2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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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年7月28日10时至2020
年7月29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金坛区东方一村11幢404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21.85㎡）

2、常州市湖塘镇新城花苑5幢甲单元
6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07.16㎡）

3、常州市福康宁花园21幢06-03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72.25㎡）

4、常州市前黄镇瑞和花园8幢乙单元
6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23.02㎡）

5、常州市银河湾明苑29幢甲单元16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44.25㎡）

6、常州市常信怀德名园40幢9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43.10㎡）

7、常州市九龙新世纪商贸城B-3188号
不动产（建筑面积23.03㎡）

8、常州市富邦商业广场1幢3357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21.45㎡）

9、常州市富邦商业广场1幢3358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23.75㎡）

10、上海市古北路1000号A楼1204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249.23㎡）

11、整体拍卖常州市国泰新都7幢407、
408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117.92㎡）

12、整体拍卖常州市湖塘镇新时代家俱
广场1-D112、D301、D401、D501不动产（总
建筑面积7526.6㎡，其中D112建筑面积为
78.56㎡，D301、D401、D501建筑面积均为
2482.68㎡）

13、整体拍卖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1幢
119、120、212-220、222、223、316-323室不
动产（总建筑面积1845.8㎡）

14、整体拍卖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4幢

218、219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14.45㎡）
15、整体拍卖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3幢

107、108、109、111、112室不动产（总建筑面
积182.32㎡）

16、整体拍卖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3幢
116-122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566.04㎡）

17、整体拍卖常州轴承总厂有限公司位
于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工业园新苑三路109
号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
面积17608.1㎡）及地上工业房产（总建筑面
积 18206.82㎡，其中有证房屋建筑面积
17431.59㎡，无证房屋建筑面积775.23㎡）、
室外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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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
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溧阳市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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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7月
2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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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创业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工业

用房（含无证房、附属设施）以及上述厂区内的机器设备、半成
品及相关附属物。（土地面积为25785.8㎡、房屋总建筑面积
19320.86㎡）

（2）常州市怀德中路48-1801、1802、1803、1804、1805、
1806、1807号。（建筑面积933.4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电池包性能综合测试系统一台（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各一部（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江苏庙桥绿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常州市武

进区南夏墅街道庙桥河北路66号工业用房及附属设施（详情
参见淘宝页面）

(4)无锡五洲装饰城 A7-4042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32.34㎡）

3、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于2020年
7月1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
年7月2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港路6幢丁单元302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07.55㎡）

（2）注塑机两台（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0年

7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园区新村328号不动产（含室内装潢）

（建筑面积：255.06㎡）
（2）常州市金坛区焦园村222-2号不动产（含室内装潢）

（建筑面积：164.08㎡）
（3）常州市金坛区东城宜景苑6-10单元-1502室不动产

（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58.32㎡）
（4）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丰路58号的不动产、未提

供权属证明房屋及附属设施（有证面积：5064㎡，1171.49㎡）
（其它详情参见淘宝页面公告内容）

（5）明珠稀土名下的相关资产（详情参见淘宝页面公告内

容）有证房建筑面积：5251.97㎡，无证房建筑面积：7204㎡，
土地使用权面积：23770.2㎡，（其他详情参见淘宝页面公告
内容）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0年7月
2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平陵东路141号的土地、房产及附属设施（总
建筑面积2057.3㎡，土地使用权面积8647.3㎡）

（2）溧阳市戴埠镇百灵路8号12室（建筑面积60.04㎡）、
13室（建筑面积44.92㎡）、14室（建筑面积14.97㎡）、15室
（建筑面积31.84㎡）、16室（建筑面积44.95㎡）、17室（建筑面
积60.09㎡）、18室（建筑面积60.09㎡）、19室（建筑面积44.95
㎡）、20室（建筑面积44.95㎡）、21室（建筑面积44.95㎡）、22
室（建筑面积51.35㎡）、23室（建筑面积51.35㎡）、24室（建筑
面积44.95㎡）、25室（建筑面积44.95㎡）、26室（建筑面积
51.35㎡）、27室（建筑面积51.35㎡）、28室（建筑面积44.95
㎡）商业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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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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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梅世
雄 梅常伟）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吴谦 24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
者会上强调，中印边境冲突责任完全在
印方，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吴谦说，中方对加勒万河谷地区拥
有主权。多年来，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
此巡逻执勤。今年 4 月以来，印度边防
部队单方面在该地区抵边修建设施，中
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5 月 6 日
凌晨，印度边防部队越线进入中国领土
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
状。中方边防部队不得不采取
必要措施，加强现场应对和边
境地区管控。在中方的大力
推动下，双方经过多渠道沟
通，6 月 6 日，两国边防部队举
行首次军长级会晤，双方同意
采取切实措施，缓和边境地区
局势。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
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
通过现地指挥官会晤商定分
批撤军事宜。但令人震惊的

是，6 月 15 日晚，印度一线边防
部队公然违背双方达成的共识，
出尔反尔，再次越过实控线向中
方蓄意挑衅。中方官兵在现地交
涉时，突然受到印方暴力攻击。
这引发双方官兵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中国边防部队果
断采取自卫措施，对印方暴力行
径予以坚决回击，有效捍卫了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次事件完
全是由于印方违背共识、单方面
挑衅造成的，完全是在双方认可

的实控线中方一侧发生的，责任
完全在印方。中方要求印方严惩
肇事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确保
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吴谦表示，冲突发生后，中
印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
行了沟通协调。两国外长通电
话，就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冲
突、推动现地局势降温达成一致
意见。两国防长通电话正在协
商中，双方于 6 月 22 日举行第二
次军长级会晤，就管控紧张局

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深入交
换意见。

吴谦强调，中印互为重要邻国，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符合双方
的共同利益，需要双方的共同努
力。我们希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定协议，继
续通过各层级对话与谈判妥善解决
有关问题，共同为缓和边境地区局
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
极努力。

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我国防部：

中印边境冲突责任完全在印方

新华社合肥6月24日电（记者董雪） 记者从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 月 1 日零时起，长三角铁路将
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开行旅客列车运行线 1165 对，数
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动车组列车 927.5 对，占列车开行总
数的79.6％。

据悉，7月1日前后，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通沪铁路
一期两条新线将开通运营，铁路客运能力进一步提升。

合杭高铁合湖段北起安徽合肥，南经马鞍山、芜湖、宣
城，到达浙江湖州，将实现皖北与皖南间快速通达，结束宣
城、芜湖至安徽省会合肥不通高铁的历史。通沪铁路，北起
长江北岸的南通，南跨长江，途经苏州，到达上海，将实现部
分长三角城市间铁路出行“曲线变直线”。

除合杭高铁合湖段、通沪铁路一期开行的列车外，长三
角铁路还将增开宁波至北京南等长途直通列车 8 对、南京
至上海虹桥等短途列车19.5对。

开行列车数量创新高

下月起——

长三角铁路用新图

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 23 日提议，年收入超过 500
万卢布（约合 51 万元人民币）人群所得
税税率从现行13％提高至15％。

普京在一场面向全国的电视讲话中
说，这一税率调整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增加的收入将用于“治疗罹患罕见
重疾的儿童”，帮助他们购买昂贵药品或
接受复杂外科手术。

俄罗斯 2001 年起执行现行所得税
统一税率。法新社报道，这是俄罗斯首
次对相关税率作调整。

俄罗斯累计新冠病例人数居全球第
三。普京说，新冠疫情导致商业活动受
限，俄罗斯在疫情后面临巨大经济挑战，
将延长多项支持性举措，以缓冲对经济
的冲击。

普京提议：

对富人增税

北京日核酸检测能力
已提升至30万份以上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进行病例筛
查、做到“早发现”的主要手段。为此，北京市稳步提升全市
核酸检测能力，日核酸检测能力已由 4 万份提升至 30 万份
以上。

图为 6月24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医务人
员在北京市西城区手帕口南街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点工
作。 新华社发

（上接 A1 版）要强化监测预警预
报，为做好防御工作赢得足够的
提前量；要强化重点部位防控，加
强对中小河流、水库的巡查防守，
深入排查城市重点区域，严防各
类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强化水

利工程调度，最大限度发挥沿江沿
湖水利枢纽、城市防洪等工程防灾
减灾效益；要强化应急抢险准备，严
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及时向部队通报汛情，提请做好
抗洪抢险准备。 （朱雅萍 常防指）

进一步落实防汛工作

（上接A1版）
269 路、287 路由阳湖广场始发，

按原线行驶至夏城路滆湖路路口后，
临时调整行驶夏城路、鸣新路，至鸣新
路马大线路口后，恢复原线行驶，至武
南路青洋路路口后，临时调整行驶武
南路、马坂路，至马坂路震坂路路口
后，恢复原线行驶至终点站。临时撤
销滆湖路（夏城路-青洋路）、青洋路

（滆湖路-鸣新路）、鸣新路（青洋路-
马大线）、青洋路（武南路-震坂路）、
震坂路（青洋路-马坂路）行驶路段，
同步撤销“南田家园、三勤村委、青洋
路滆湖路、三勤生态园、鸣新路青洋

路”双向停靠站，临时调整路段增设
“大华（龙潭）、丽华路鸣新路”双向停
靠站。

289 路由阳湖广场始发，按原线
行驶至青洋路滆湖路路口后，临时调
整行驶滆湖路、夏城路、武南路，至武
南路震坂路路口后，恢复原线行驶至
下梅。临时撤销青洋路（滆湖路-震
坂路）、震坂路（青洋路-武南路）行驶
路段，同步撤销“三勤生态园、圻西桥、
震声、坂上医院、坂上”双向停靠站，临
时调整路段增设“三勤村委、南田家
园、丽华路滆湖路（武进医院南院）、大
华（龙潭）、丽华路鸣新路、学府东苑东

门、南华、新阳、建设村、坂上西、坂上
南”双向停靠站。

320 路由礼嘉首末站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礼坂路武南路路口后，临时
调整行驶武南路，至武南路青洋路路
口后，恢复原线行驶至广电路花园
街。临时撤销震坂路（武南路-青洋
路）、青洋路（震坂路-武南路）行驶
路段，同步撤销“坂上、坂上医院、震
声、震声西”双向停靠站，临时调整路
段增设“坂上南、坂上西”双向停靠
站。

321 路由礼嘉首末站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礼坂路武南路路口后，临时

调整行驶武南路、夏城路、延政大道，
至延政大道青洋路路口后，恢复原线
行驶至火车站公交中心站。临时撤
销震坂路（武南路-青洋路）、青洋路

（震坂路-延政大道）行驶路段，同步
撤销“坂上、坂上医院、震声、圻西桥、
三勤生态园、青洋路滆湖路”双向停
靠站，临时调整路段增设“坂上南、坂
上西、建设村、新阳、南华、学府东苑
东门、丽华路鸣新路、大华（龙潭）、丽
华路滆湖路（武进医院南院）、东华村

（高力汽车博览城）、延政大道丽华
路、东华村委、永安河桥、采菱港桥”
双向停靠站。

另据了解，为配合轨道交通 1 号线
运营，根据花园街古方路路口交通组织
情况变更，25 日起，269 路、287 路、289
路行驶老花园街、古方路，至古方路和平
路路口后，恢复原线行驶。撤销人民路

（老花园街-和平路）、和平路（人民路-
古方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人民商场、
东风桥、武进社区学院、武进建行”双向
停靠站，调整路段增设“人民商场北、古
方路花园街、湖塘镇文体活动中心”双向
停靠站。

以上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服务时
间、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杭汉军 唐文竹）

（上接A1版）
“怎么可能不疼呢？”主治医师都

难以置信。胃癌带来的 6 种并发疾
病，至少在半年前就有征兆。无论因
为哪一种疾病，都应该在当时就住院
治疗。无论哪一种疾病带来的疼痛，
都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无法想象
他是怎么撑了这么久。”

二
胃癌发现得越早，治愈率越高，于

强去年的体检报告尚无明显异常。据
医生介绍，他的病情应该是在半年内
迅速恶化的。

而在这期间，于强把自己“隔离”
了。

去年 10 月左右，于强出现腰疼、
容易饿等症状，他答应家人从省委党
校培训回来就去医院检查。今年 1
月，他从南京回常后不久，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

当时，市纪委监委正在查办市轨
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窝案，2 名涉案
人刚被采取留置措施。于强既分管委
机关 4 个审查调查室，又分管负责留

置场所后勤保障的纪律审查管理服务中
心，留置场所的疫情防控刻不容缓，审查
调查的整体推进不能耽误，他再次把自
己的病痛抛诸脑后。

“1 月 23 日，在常州市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成立之前，于书记就督促我们
做好留置场所防疫物资的筹备。”纪律审
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张跃新说，“当时全
市所有药店的口罩已全部售空，我们联
系了几家医药公司才买到 200 个口罩，
远远不能保障办案需求。”

于强知道后立刻赶到想园（常州市
纪委监委留置场所），和大家一起讨论解
决办法，他提出跳过中间环节，直接从生
产商那里购买：“常州是传统的纺织大
城，一定有不少口罩生产企业。”

“当时他就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在
网上搜索，搜到了就亲自打电话和企业
协调，很快就采办到第一批 3000 个口
罩，缓解了燃眉之急。”张跃新说，“大家
都松了口气的时候，于书记又督促我们
尽快制订方案规范口罩领用流程，不要
浪费来之不易的防疫物资。”

在于强的部署下，想园实施了“最
强”疫情防控制度——全员封闭管理，审
查调查、公安看护、案件监督管理及医生
值班人员等 6 类人员实行人数控制，确
需人员、车辆出入的，严格执行审批制度
及防疫检测制度，制发疫情期间人员出
入证及车辆通行证，只有人、证、审批表、
体检合格四者合一方可出入想园。另
外，食品卫生、日常消毒、防疫用品管理、
医疗保障等各方面都做了详尽规定。

“最强”防疫制度刚出台没几天，于
强一个人开车进想园时，因为没有新的
出入证和通行证，被门卫小张拦在了大
门口。

小张哪能不认识于强，但还是硬着
头皮说：“于书记，不好意思，您这没有证
件，我不能让您进去。”

于强乐了：“用不着道歉，你就得拦
住我，要是让我进去你就麻烦大了。”

小张向张跃新汇报，张跃新说：“别
紧张，这是于书记在突击检查。”

三
疫情防控期间，只要一有空，于强就

来想园突击检查，看看大家有没有严格
遵循防疫制度，是不是还有防疫盲区。
大家在食堂吃饭，他却到后厨突击检查
食堂卫生；碰到保洁员正在消毒，他也要
问一句有没有按标准比例配置消毒液。

于强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疫情期间
留置场所管控和办案安全工作决不能
松，一定要管严管实，出了问题先追究我
的责任。”

想园已是最严管控，于强对自己的
要求更为严格。他把妻子送到女儿家，
谢绝一切亲戚朋友的约请，一日三餐都
在单位吃盒饭。每次妻子在视频里提出
要他到女儿家一起吃个团圆饭，他都说：

“不行，万一你们接触了什么人，我感染
了带到想园怎么办。”妻子劝他去医院检
查，他总说：“太麻烦了，去趟医院回来要
隔 离 14 天 ，就 没 法 工 作 了 。”
一直到4月底，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想园
实施差别化管理时，妻子才第一次回家，
看到家里大把大把的胃药、止痛药和速
效止痛膏药，她瞬间落泪，难以想象丈夫
这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哪有您这样当领导的，把自己干成
这样。”于强住院后，第一审查调查室副
主任陈俊来看望他，跟着于强在办案一
线摸爬滚打十几年的他，一句话说出口
就红了眼眶，“以前都是您让谈话对象配
合组织调查，现在轮到您好好配合医生
治疗。我们等着您回来上案件。”

“你不用刻意来看我，回去工作吧。”
对每一个来看望他的同志，于强都是这
句话。

回去工作吧，回去工作吧！于书记
的话传递到每一位同志耳边。

于是，再去探望的同事们形成了默
契：“于书记，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上次您批给我室的黑恶势力‘保护
伞’问题线索查否了，社会上的传言不
实。”

“轨道公司的案件顺利推进，已经对
3名涉案人解除留置。”

“监督审查技术室的服务保障手册
定稿了⋯⋯”

于强边听边微微点头。病危之际，
他挂念的还是工作。

马浩剑 常纪宣

心有大爱方无我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
中部时间 23 日 10 时（北京时
间 23 日 16 时），全球新冠确诊
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133326
例，达到 8993659 例；死亡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3847例，达到
469587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截至北京时间 24 日 7 时 9
分，全球确诊病例达 9183225
例 ，死 亡 病 例 为 474513 例 。
美国确诊病例达 2341632 例，
死亡病例为121157例。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 23 日宣布，由于该州一

肉联厂聚集性感染疫情持续
发酵，对该厂所在的居特斯洛
县和相邻的瓦伦多夫县实施

“封城”措施。位于居特斯洛
县的滕尼斯肉联厂近日发生
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截至
22 日晚，约 6650 名员工接受
病毒检测，确诊感染人数上升
至 1553 人。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23 日消息，停靠在釜山港的一
艘俄罗斯冷藏运输船上的 16
名船员 22 日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据介绍，在这艘船停靠
期间，与船员有过密切接触的

各类人员共计 176 人，包括海
关和出入境管理所工作人员、
航运代理人员、翻译和卸货工
人，以及停靠在该船旁边、同属
一家航运公司的另一艘俄罗斯
渔船的船员。目前韩方正对这
些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据菲律宾卫生部 23 日通
报，截至当地时间 23 日 16 时，
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1150例，创该国自疫情
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
高。

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 23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马尔

代 夫 将 于 7 月 15 日 重 新 开 放
边 界 ，允 许 国 际 旅 行 ，度 假 村
同 日 开 门 迎 客 。 为 防 控 新 冠
疫情，马尔代夫从 3 月 27 日起
暂 停 为 外 国 游 客 办 理 落 地 签
证，并宣布所有外国人不得入
境。

南非金山大学 23 日在线上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南非将从本
周起开始开展非洲大陆首个新
冠疫苗临床试验。试验采用的
疫苗由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
所研制，当前正在英国进行临床
试验。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韩国一艘俄冷藏运输船16人确诊

新华社曼谷6月24日电（任芊） 泰
国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维辛 24 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于已连续30天未
出现本土感染病例，泰国政府将于7月1
日全面恢复国内商业和娱乐活动，并允
许部分外国人入境。

塔维辛在发布会上说，拟于 7 月 1
日解禁的场所主要包括酒吧和夜间娱乐
场所等，但所有解禁场所均需严格遵循
疫情管理中心制定的防疫规范，如餐桌
间隔距离至少2米、每桌人数不得超过5
人，营业场所内不得聚集和喧哗、表演人
员须戴面罩，不能在营业场所内举办比
赛或团体游戏等。

根据泰国疫情管理中心发布的数
据，泰国 24 日当天新增 1 例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 3157 例，累计治愈 3026
例，累计死亡58例。

泰国：

7月全面恢复
商业娱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