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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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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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8月4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州市胥江路129号21幢401
室房屋及车库1、车库15（房屋建筑面积
227.07㎡，其中 401 室 142.4㎡，阁楼
84.67㎡，另有车库1建筑面积22.2㎡，
车库15建筑面积17.51㎡）

（2）常州市府河名居4幢703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13.82㎡）

（3）常州市银河湾明苑12幢108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405.94㎡）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
的：不动产于2020年8月3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峰云汇花
园4幢甲单元1402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97.89）

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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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八千里花园37幢16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05.65㎡）

②常州市勤德家园8幢14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216.38㎡）

③整体拍卖常州市通江中路369号
1108 室、1109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20.79㎡）

（2）不动产于2020年8月10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①常州市齐梁金府4幢402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48.76㎡）

②常州市太湖花园3幢6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26.36㎡）

③常州市旭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位于横林镇前丰村的工业用厂房、土地
及资产（详见标的页面）

④常州市莱蒙都会商业街8-150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56.55㎡）

⑤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湖滨怡
景苑04幢乙单元601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87.49㎡）

⑥金坛区丹阳门中路营业房20、21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218.99㎡）

4、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0年8月10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金桥家园商铺6-7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67.85㎡）

(2)溧阳市经济开发区民营路3号
的土地（使用权面积636.9㎡）、房产（建
筑面积1881.3㎡）及机器设备

(3)溧阳市燕山中路28号福田中心
办公1705（建筑面积206㎡）、1706（建
筑面积101㎡）、1707（建筑面积101㎡）

(4)溧阳市昆仑南路172号2幢105
（建筑面积223.95㎡）、106（建筑面积
223.95㎡）号商铺

(5)溧阳市昆仑南路 172 号 2 幢
1112（建筑面积149.3㎡）、1113（建筑面
积141.19㎡）号商铺

(6)溧阳市南环路69号京香大厦1
号楼2-303（建筑面积168.78㎡）

(7)溧阳市彭家园7幢1-402（建筑

面积104.16㎡）
(8)溧阳市城中路12号1101室（建

筑面积167.51㎡）
(9)溧阳市平陵街3号132（建筑面

积81.42㎡）、133（建筑面积116.26㎡）、
141（建筑面积67.48㎡）、142（建筑面积
67.48㎡）、146（建筑面积67.48㎡）室商
业用房

(10)溧阳市平陵街1号108室（建筑
面积147.06㎡）商业用房

(11)溧阳市别桥镇名川路北侧、南
临江苏万恒机械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15982㎡）、房产（总建筑面积16325.81
㎡）、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

(12)溧阳市天目湖镇天悦湾 9幢
202室（建筑面积251.08㎡）

(13)溧阳市昆仑南路323号3幢2-
502（建筑面积118㎡）

(14)溧阳市西园新村 6 幢 1-502
（建筑面积82.77㎡）

(15)溧阳市时代景城23-12-1102
（建筑面积121.5㎡）

(16)溧阳市凤凰花园 6幢一单元
902室（建筑面积98.98㎡）

(17)溧阳市竹箦镇新城花园a1幢
1-101、201（建筑面积398.73㎡）

(18)溧阳市向阳新村18幢 2-401
（建筑面积142.1㎡）

(19)句容市碧桂园凤凰城凤鸣苑第
10幢2809（建筑面积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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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ys-
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0年7月2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南京 7 月 1 日电（记者杨丁淼 贾远琨） 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于 1 日 10 时正式开通，该桥是集合高速公
路、客货混线铁路和高速铁路“三合一”的过江通道。沪苏
通铁路也于当日开通运营。

一列中欧班列由南向北穿越铁路桥，与从北向南奔驰
行进的复兴号列车在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中间位置交会
而过，等候大桥开通的汽车“长龙”启动引擎，整齐有序地通
过平坦顺畅的公路桥面。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沪苏通铁路的关键节点和控制
性工程，北起南通，南至张家港，全长 11.072 千米，由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中铁大桥院设计、中铁大
桥局施工，建设历时6年4个月。

据了解，大桥公铁合建段长6993米，分上下两层，上层
为双向六车道的锡通高速公路，下层为四线铁路，其中两线
是此次开通的沪苏通铁路，预留两线是规划待建的通苏嘉
甬铁路过江通道。

大桥建设指挥部副总工程师闫志刚介绍，该桥是目前
世界上首座主跨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运用了一大批
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新工艺，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据了解，大桥的开通将有效联通长江两岸的高速公路
网，缓解苏通大桥、江阴长江大桥的运输压力。大桥是长江
下游最东端的铁路过江通道，全长143公里的沪苏通铁路，
北起江苏省南通市，向南跨越长江，经苏州市的张家港、常
熟、太仓，终到上海市嘉定区。南通至上海间铁路出行最短
时间将从现在的3.5小时左右压缩到1小时6分钟。

南通至上海1小时6分钟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正式开通运营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
成员、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 6 月
30 日说，美国如果不能遏制新冠病
例激增趋势，每日新增病例可能升
至10万例。

福奇在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
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上说：“我非常担忧，对目前情况不
满意。看看新增病例曲线，我们正

朝错误方向走。”
福奇说：“我们（美国）现在每日

新增 4万多例病例。如果情况不扭
转，假如我们每日新增病例升至 10
万例，我不会惊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6
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2 万余
例，新增死亡病例 1199 例。截至 6

月30日晚，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
过12.7万例。

福奇说，美国近期大约一半
新增病例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
亚、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 4州，部
分地区病例激增“令整个国家处
于危险中”。

福奇说，近期一些视频显示，
美国一些地区有民众聚集，大多

不戴口罩。
他再次提醒各州重启经济

时应当遵照联邦政府发布的防
疫指导方针，同时呼吁民众为抗
击疫情尽社会责任。“在社区，大
家最应该做的是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酒吧里聚会是坏消
息。”

就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福奇

说：“不能保证⋯⋯我们将有一种安全
有效的疫苗，但根据动物数据和初步
数据，我们谨慎乐观，今年冬季至明年
年初某个时候，我们至少能知道（疫
苗）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福奇现年 79 岁，1984 年起担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传染病专家：

美国可能日增10万新冠病例

新华社南京7月1日电 江苏省公安厅1日通报，“钱宝
网”非法集资案重要犯罪嫌疑人熊某已于 6 月 28 日从希腊
引渡回国。

“钱宝网”案是近年来国内最大的一起非法集资案，非
法集资规模超千亿元。2017 年 12 月，因资金链断裂，钱宝
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向南京公安投案自首。2019 年 6 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张小雷有期徒刑
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亿元。

“钱宝网”案中，张小雷等人主要以“钱宝网”为平台，打
着“交押金、看广告、做任务、赚外快”的幌子，以年化收益率
20％至 60％的高额回报为诱饵，变相向社会公众非法集
资，并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维系钱宝网的运营。

据南京市公安局参与办案的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熊某
是“钱宝网”非法集资活动的骨干成员，先后担任相关公司数
据中心和关联公司总监，专门负责数据分析，为张小雷提供决
策参考。在张小雷投案前，熊某于2017年6月潜逃至境外。

为将熊某缉捕归案，江苏公安机关在公安部指导下成
立工作专班，梳理线索，完善证据。2018 年 3 月，南京市浦
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熊某批准逮
捕。同年6月，国际刑警组织对熊某发布红色通报，后希腊
警方依据红色通报将熊某抓获。今年 5 月，希腊同意引渡
熊某。6 月 28 日，江苏公安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将
熊某押解回国。

入境后，熊某接受了核酸检测，在全封闭的环境中被押
解至南京。目前，熊某正在政府定点的隔离酒店接受隔离
医学观察。

非法集资规模超千亿元——

“钱宝网”案重要犯罪
嫌疑人被引渡回国

新华社微特稿 为防止新冠病毒
感染，不少人理发时也戴口罩，使理发
师感到不便。日本一家美发沙龙为此
推出免挂耳黏性透明口罩，不仅便于
修剪耳朵附近的头发，还有助于结合
面容塑造发型。

日本“天空 24 小时新闻”6 月 30
日报道，由日本美发沙龙“Earch”推
出的黏性透明口罩上有胶带，可以黏
在脸颊和下巴上，省掉普通口罩挂在
耳朵上的带子。

口罩分“A 款”和“B 款”。“A 款”
较小，戴上后便于理发师修理鬓角、耳
后的头发，洗发时也省却很多麻烦。
由于口罩透明，理发师能看清顾客的
面容和脸型，设计相应发型。

“B 款”较大，使用者可以把剪掉
挂耳带的普通口罩贴在“B 款”内，然
后把口罩贴在脸上，这样既能做好防
护，又能让耳朵更舒服。

黏性透明口罩可在线上购买，5
个口罩一包，每包 1100 日元（约为
72.1元人民币）起。

日本发廊推出

免挂耳黏性
透明口罩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记者郭
宇靖） 1 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
危旧楼房改造范围，提出以排除居住
危险和安全隐患、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当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不减少原居民房屋居住
面 积 。 改 建 协 议 内 容 需 经 不 低 于
90％的居民同意。

意见明确，危旧楼房改建工作，适
用于经北京市、区房屋管理部门认定，
建筑结构差、年久失修、基础设施损坏

缺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以不成套公有
住房为主的简易住宅楼，经房屋安全专
业检测单位鉴定没有加固价值或加固方
式、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及生活品质的危
旧楼房。

根据要求，在建筑设计中，改建项目
应不减少原居民房屋的居住面积，简易
楼等非成套住宅按照成套住宅设计，可
适当增加居民厨房、卫浴面积，重点解决
建筑使用功能提升问题。

同时，改建项目要结合北京市物业
管理条例的实施，引入规范化、市场化物
业管理，业主需按规定缴纳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和物业服务费。
意见还提出，加大透明度，广泛征询

居民意见。其中，改建意向摸底、改建设
计以及实施方案征询需经不低于总户数
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改建协议内容需经
不低于90％的居民同意，项目方可推进。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统
筹考虑总规、街区控规等指标，改建项目
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集约利
用土地资源，适当利用地下空间、腾退空
间和闲置空间补建区域经营性和非经营
性配套设施，建设和谐宜居、安定有序的
居住环境。

北京发布危旧楼房改建政策：

可适当增加厨房卫浴面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
长斯蒂芬·哈恩 6 月 30 日说，
药管局批准 4 款新冠疫苗投入
临床试验。

美国药管局同一天就批准
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发布指导方
针。

批临床试验
哈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4 款疫苗已经获批投入临
床试验⋯⋯另外 6 款正在准备
中，等待我们审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政府 5 月启动“曲速行动”，推
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防部
等多部门加速研发新冠疫苗，
目标是在2021年1月前生产3
亿剂新冠疫苗。

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
属机构，药管局迄今没有批准
任何一款新冠疫苗投入使用。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
作组成员、传染病专家安东尼·
福奇 6 月 30 日谈及新冠疫苗
研发时说，根据动物数据和初
步数据，“我们谨慎乐观（地预
期），今年冬季至明年年初某个

时候，我们至少能知道（疫苗）在
多大程度上有效”。

颁指导方针
药管局 6 月 30 日发布一套

指导方针，涉及批准新冠疫苗投
入使用的标准。

根据这套方针，接受审查的疫
苗必须对一半以上接种者见效，即
能够防止接种者患病或降低病情
严重程度，才能获批投入使用。

辉瑞、阿斯利康等药企参与
新冠疫苗研发。药管局要求企业
提交孕妇接种疫苗的相关数据并

说明疫苗对儿童的功效和安全
性。研发人员还需考虑疫苗对老
年人、少数族裔、有既往病史者等
特殊人群的影响。

“马约疫苗研究组织”主任格
雷戈里·波伦说：“这套指导方针
非常标准，看起来极像流感疫苗
的指导方针。”在他看来，药管局
为新冠疫苗投入使用设置的门槛
并不高。

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将
致力于加速疫苗审批，但不会在
做决策时“抄近道”。

新华社专特稿

美药管局——

批准临床试验4款新冠疫苗

因新冠疫情关闭的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1日重新开放，游客需提前在网上预约购票。园方规定，游客入园前须测量体温，超过37.5度者不得入园。
游客应戴口罩，在园内与卡通形象及其他游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图为一名戴口罩的女子在位于日本浦安的东京迪士尼乐园内游览。 新华社发

欧洲空中客车集团 6 月 30 日宣
布，受新冠疫情冲击，公司不得不裁撤
大约 1.5 万个工作岗位以保全公司，
其中大多数岗位在欧洲。

空客在一份声明中说：“航空运输
无望在2023年前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可能最迟 2025 年（才能恢复）⋯⋯空
客如今必须追加措施。”

空客打算今年秋季着手裁员，
2021 年中前在法国解聘 5000 人、德
国 5100 人、英国 1700 人、西班牙 900
人、其他地区共计1300人。路透社报
道，空客一家制造飞机零配件的德国
子公司疫情前已打算削减900个工作
岗位，最新裁员计划将这部分裁员计
算在内。

美联社报道，空客全球员工大约
13.5 万人，裁员规模超过 10％。空客
说，希望员工自愿离职或提前退休，但
不排除强迫一些员工下岗；企业正向
工会咨询相关事宜。 新华社专特稿

空客一年内将
裁员1．5万人

新华社南昌 7 月 1 日电（记者余
贤红） 为加快区块链技术更好服务民
生和实体经济发展，近日江西赣州成
立区块链服务大厅，积极打造链上链
下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

记者了解到，近年地处内陆的
赣州抢抓区块链发展机遇，以赣州
区块链金融产业沙盒园为载体，加

快区块链技术产业化进程，培育了众
多区块链场景应用。如，运用区块链
技术打造南康家具“虚拟工厂”，进行
赣南脐橙产品溯源等。截至目前，已
有 50 余家区块链企业在当地注册成
立。

基于产业发展需求，当地顺势成立
区块链服务大厅。赣州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成立的赣州区块链服务大厅一方
面关注教育、就业、精准脱贫等民生领域
的区块链服务应用推广，另一方面注重
与实体经济结合，通过实地测试、试用，
引入一些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又易于推
广的区块链服务平台，加快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

据了解，赣州区块链服务大厅所提
供的服务主要涉及电子政务、企业服务、
普惠金融、社会治理、智慧城市、供应链
金融等领域，包括数字证照、数字票据、
防伪溯源、备案公证、版权保护、数字金
融等。揭牌成立后，赣州区块链服务大
厅将加快形成服务标准，探索区块链服
务模式创新。

江西赣州：

上线运行区块链服务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