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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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8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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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牌GTM7251GB小型轿车1辆
二、2020年8月11日10时至2020

年8月12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晋陵中路358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2043.01㎡）
2、常州市迎春花园8幢丙单元5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238.23㎡）

3、常州市湖塘镇新城花苑6幢甲单元
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66.81㎡）

4、常州市晋陵北路1号新天地商业广场
A座22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769.62㎡）

5、常州市望府花苑7幢乙单元30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88.05㎡）

6、常州市红梅公寓9幢丙单元601室不
动产（总建筑面积158.01㎡）

7、常州市凯纳华侨城3幢29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88.10㎡）

8、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5310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88.11㎡）

9、常州市阳光花园6-401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43.52㎡）

10、常州市彩虹城车1-568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34.95㎡）

11、常州市南大街101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1453.99㎡）

12、整体拍卖常州市通江中路288-1-
201 号、288-1-301 号、288-1-401 号、
288-1-501号、288-2-201号、288-2-301
号、288-2-401号、288-2-501号、288-1-
101至103号、107至111号、288-2-101至
106 号、288- 3 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193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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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九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
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的通知》，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
通知》全文如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一重要思想载入
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
俱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
卷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
践中，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
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
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
辑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
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 92
篇，分为19个专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
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
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
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
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贯穿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对于帮
助国际社会更好了解这一重要
思想的主要内容，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具
有重要意义。

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
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
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体，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列入学习计划，全面系
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切实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
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
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
学院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各

高校要将其作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教材，各级党委讲师团要组
织好对基层党员和群众的宣讲活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
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创
新推动党的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
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工
作，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
下功夫，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凝
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磅礴
力量。

中办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

新华社香港 7 月 8 日电（记者周文
其）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仪式8日在香港举
行，宣告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正式成立
并运行。

8 日上午，揭牌仪式在嘹亮的国歌
声中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国政
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国安委主席林郑月娥，国务院港
澳办副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
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与驻
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一道，为驻港国
安公署揭牌。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揭牌仪式
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大家一起见证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另一个里程碑。驻港国安公署将成为特
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上的重要伙

伴。中央对特区充分信任，赋予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
但中央需要保留权力，去处理极
少数特区力所不及的危害国家安
全情况，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国家
安全都万无一失。

林郑月娥强调，香港特区国
安委将尽快与驻港国安公署建立
协调机制，特区政府有关机构也
将在工作层面与驻港国安公署建
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
动配合。她和特区政府都期待与
驻港国安公署通力合作，各司其
职，竭尽所能地执行香港国安法，
履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
任，也让香港维持繁荣稳定，“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

骆惠宁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
安法公布实施，开启了香港由乱到

治的重大转折。设立驻港国安
公署，是中央政府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根本责任的重大举措。国
家安全本属中央事权，中央有权
力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
施维护国家安全。基于对香港
特区的充分信任，中央授权特区
管辖绝大部分案件。中央之所
以保留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
害国安案件的管辖权，旨在为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守住底线。

骆惠宁强调，驻港国安公
署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在香港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
责，依法接受监督，不会侵害任
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她
是“香港安全的使者”，也是“国
家安全的守门人”。今天的香
港，已经告别国家安全“不设

防”的历史。有香港国安法保驾
护航，有驻港国安公署和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机构携手努力，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一定能够
得到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
不变形、不走样，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

郑雁雄在致辞中指出，香港
国安法的立法和实施，是中央为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
香港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作出的
重要决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机构，驻港国
安公署将坚决依照法律规定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职责，行使相关权
力。驻港国安公署将依法加强与
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驻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

作协同，依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有关机关建立
协调、协作机制。驻港国安公署也
将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
督，不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
权益。

郑雁雄表示，真诚欢迎香港各界
大力支持驻港国安公署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的职责，共同维护好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谢锋、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
祥和政委蔡永中、香港特区国安委
成员、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及香
港社会各界人士约 80 人出席仪
式。出席仪式的还有驻港国安公署
副署长李江舟、孙青野等。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九条，
驻港国安公署的职责为：分析研判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
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
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指
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收集分析国
家安全情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在香港揭牌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魏玉坤） 记者 8 日从交
通运输部获悉，针对贵州安顺市公交车坠入水库事件，交通
运输部安委会印发《关于贵州安顺公交车坠入水库事件的
警示通报》，要求切实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管理，确保人
民群众出行安全。

通报明确，要督促公交企业密切关注驾驶员身体、心理
健康状况，严禁心理不健康、身体不适应的驾驶员上岗从事
营运，严禁客运车辆带病运行，加强公交车运行动态监控，
及时提醒和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通报要求，要针对旅游出行、学生放假、职工休假等出
行需求的叠加，加强长途客运班线、省际旅游包车、农村客
运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严禁恶劣天气途经临崖临水山
区和地质条件不良路段的客运车辆运行。

通报明确，要加强与气象等部门协调联动，有效防范各
类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衍生安全事故。要加强自然灾害情
况下桥隧等交通基础设施运行安全监测，严防泥石流、山体
滑坡等灾害威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现场和驻地安全。要加
强应急值守，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充实应急物资装备，完善
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交通运输部：

密切关注公交驾驶员
身体心理健康状况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 8
日宣布，定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发行 2020 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 5 元纸币。新版 5 元纸币在保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主图案、主色调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优化了票面结
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至此，第五套人民币
本次提升工作宣告完成。

新版5元纸币正面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额
数字“5”，左下角和右上角局部图案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
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左侧增加装饰纹样，调整面额数字
白水印的位置，调整左侧花卉水印、左侧横号码、中部装饰
团花、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式。取消中部全息磁性开窗安
全线和右侧凹印手感线。

新版5元纸币背面左上角和右下角局部图案调整为凹
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调整主景、面额数字的样
式，票面年号改为“2020年”。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新版 5 元纸币的防伪技术和
印制质量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提升，应用的防伪技术更加
先进，布局更加合理；钞票纸强度显著提高，流通寿命更
长；纸币两面采用抗脏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改善。新
版 5 元纸币发行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

为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人民银行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了新版 100 元纸币，2019 年 8 月发行了新版 50 元、
20 元、10 元、1 元纸币和 1 元、5 角、1 角硬币。根据人民币
提升工作总体安排，人民银行决定发行2020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5元纸币，以提升人民币整体设计水平和防伪能力，保
持第五套人民币系列化。

今年11月5日起——

发行新版5元纸币

据新华社上海 7 月 8 日电（记者兰天鸣） 记者 8 日从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上海法院启动庭审记录改革后，
已将上海全市法院纳入庭审记录改革试点单位。改革后，
根据不同案件情况，可以不安排书记员到庭，或由书记员完
成开庭前准备工作后退庭，也可安排书记员只制作要点式
庭审笔记，供法官制作裁判文书、庭审活动信息存档等。

在近日上海高院召开的庭审记录改革相关推进会上，
在场者共同观摩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权
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全过程。

该案件标的额超过1700万元，证据超过600页。在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合议庭决定采用“书状先行”

“集中审理”“心证公开”等形式的“三合一”新型庭审方式审
理本案。

由于“庭审记录改革”通过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记录庭审
活动，不再另行制作纸质笔录，法官助理以引导当事人在线
阅看并签署《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告知暨确认书》的方
式，完成对上述事项的告知。

当天14时整，审判长点击“开庭”按钮，敲击法槌，区块链
存储技术、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文字记录、录音录像系统全
面启动。30分钟后，庭审结束，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闭庭。

记载庭审录音文件及文字材料的文件名、文件大小、
文件生成时间等信息的元数据表即时生成。法官指导当
事人在元数据表上签名确认，完成最后的告知事项。又
过了 1 分钟，录音文件、音字转换文字记录、经当事人签名
确认的元数据表等材料都完整地呈现在该案的“电子卷
宗”中。

上海法院全面试点

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

新华社太原 7 月 8 日电（记者吕梦琦） 记者 8 日从山
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优化全省创新生态，山
西省进一步扩大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事业单位招聘急需
紧缺专业人才可通过直接考核方式进行，不将大学排名作
为限制性条件，不搞学历“一刀切”。

山西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在本
单位编制总量范围内自主拟定年度增人计划，省级组织人社
部门实行宏观调控，不再统一下达增人计划。各事业单位人
员增减情况只需每年6月、12月向同级组织人社部门备案。

山西省规定，事业单位在本单位编制总量范围内自主制
定招聘方案，按规定公开发布招聘信息，自主实施招聘工作，
组织人社部门不再进行事前备案。招聘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可通过直接考核方式进行，招聘范围、对象、批次、时间、地点
及考核形式、内容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各事业单位招聘结
果只需每年6月、12月向同级组织人社部门备案。

山西事业单位招聘：

不将大学排名
作为限制性条件

新华社武汉 7 月 8 日电（记者李思
远 乐文婉） 8 日 10 时，长江干流黄石
港站水位达到 24.51 米，超过警戒水位
0.01 米。至此，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江段
全线超过警戒水位。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
流水位持续上涨。5 日 5 时莲花塘站突
破警戒水位，此后干流站点监利站、九江
站、南京站陆续突破警戒水位。7 日，汉
口、码头镇、安庆分别于当日 7 时、12
时、13 时达到警戒水位 27.3 米、21.5 米、
16.7 米，当时长江中下游监利以下江段
只剩黄石港站未达到警戒水位。目前，
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下江段各站日涨
幅约 0.1 米至 0.5 米。截至 8 日 8 时，最
大超警幅度在九江站，超警约1米。

长江水利委员会预计，未来几日，长
江中下游干流附近将有强降雨维持，干
流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最大超警戒幅度
在1米至1.5米左右。

长江委提醒，超警意味着所在江段
有可能出现堤防险情，沿江各地各部门
务必做好巡堤查险工作。另据气象部门
预测，8日至10日，长江中下游有持续强
降雨，强度为暴雨到大暴雨，陆水及两湖
水系大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在100毫米
至15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至200毫
米；10 日至 14 日，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有
一次移动性的强降雨过程，长江干流一
线过程累积雨量100毫米至150毫米。

长江中下游

监利以下江段
全线超警

7 月 8 日上午 10 时，新安江水库水位 108.42 米，超
汛限水位 1.92 米，且持续上涨。继 7 日 10 时开启 3 孔、
12 时开启 5 孔、16 时开启 7 孔泄洪后，水库于 8 日打开
全部 9 个泄洪闸泄洪，这在水库建成运营 61 年来尚属
首次。新安江水库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库，在钱塘江
流域的防洪度汛中起到关键作用。 新华社发

新安江水库首次9孔泄洪

华东最大水库——

（上接 A1 版）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之 中 ，为 党 、为 祖 国 、为 人 民 多 作 贡
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
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
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016 年开始招生，435 名首届毕业生来自全国 16 个省
份，目前总体就业率接近 85％，其中 118 人选择到新疆
基层工作。近日，这118名毕业生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
了大学四年学习和思想上的收获，表达了扎根西部、建设
边疆的坚强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