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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烟专〔2020〕公字第28号
2020年6月24日至7月2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圆通速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若干个，单号为：
YT2064180692333、 YT2064181587140、 YT2064180590660、 YT2064181239020、
YT2064180329025、YT4627507235099。

2020年7月2日至7月3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理局执法
人员对申通快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若干个，单号为：
773044609755602、773044610014230、773044609943342、773044647036781。

2020年7月3日至7月8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理局执法
人员对韵达快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若干个，单号为：
4306675690328、4306675690329、4306675705421、4306675666977、4306763320314。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
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常烟专〔2020〕公字第29号
2020年6月11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德邦快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
若干个，单号为：DPK210100735582、DPK210100735588。

2020年7月2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菜鸟驿站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
若干个，单号为：4306653006921、4306652992791。

2020年7月3日，常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会同常州市邮政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中通快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
一个，单号为：75366582878655。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
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
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404破3号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根据常州布鲁
明园艺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6月
1日裁定受理常州市飞奥燃气设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本院于2020年7月1日指定
江苏禾邦律师事务所、常州正则人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常州市飞奥燃气设备
有限公司管理人。常州市飞奥燃气设备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9月10日前
向常州市飞奥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178号
禾邦律师 6 楼 608 室，联系人：刘伏洲
1396129060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常州市
飞奥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常州市飞奥燃气设备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9月25日下午14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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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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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四合院小区1-丙单元102室（备案面积
64.43㎡）、车库4、12、15、16、17、18、27、30、31、
32、34、37、38、41、42、43、44、45、46、47、48、49、
51、56、63、71、74、75号、车位78、84、85、97、98、
99、104、108、114、118、119、120、122、123、
125、127、129、131、137、141、143、147、148号

（2）湖塘镇长虹路88号A1幢602号（建筑
面积47.05㎡）、603号（建筑面积49.93㎡）、632
号（建筑面积 119.23㎡）、633 号（建筑面积
157.39㎡）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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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

（1）帕萨特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新北区通江中路288-1幢乙单元
21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9.29㎡）

（3）思威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详情参见淘
宝页面）

（4）常州市新北区府琛花园13幢甲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8.66㎡）

（5）一批汽车儿童安全座椅（详情请参见淘
宝页面）

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0年8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展开竞价：

（1）拆分拍卖常州市通江南路2号5201室、
5508室不动产（详见标的页面）

（2）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东园新村153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203.69㎡）

（3）常州市金梅花园37幢乙单元1504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24.53㎡）

（4）常州市盛世名门花苑11幢乙单元18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36.04㎡）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
动产于2020年8月1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7月29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东门大街100-209室不动
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94.47㎡）

（2）常州市金坛区翠园新村100-05号不动
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45.6㎡）

（3）常州市金坛区文化新村126-207室（实
际坐落116-207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2.31㎡）

（4）两台氩弧焊机（规格型号：WSEM-
315P）、一台叉车（规格型号：CPCD30，承载：
2900KG）、一台空调翅片自动冲压系统（规格型
号：ZX-JG21-45E）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0年8月1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动产于2020年7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大营巷54号底楼不动产（建筑面
积223.8㎡）

（2）溧阳市上兴镇绿洲花园1幢甲单元2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4.96㎡）

（3）安徽省郎溪县郎川大道万盛嘉苑9幢
105（建筑面积 461.59㎡）、107 号（建筑面积
268.48㎡）商业用房

（4）溧阳市盛世华城31幢1-301（建筑面积
130.76㎡）

（5）溧阳市溧城镇燕城大道269号办公楼
（权证建筑面积7700.49㎡）

（6）苏D2893SA大众牌越野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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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16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
常州市武进区交通运输局

关于潘寨线壹号桥改造工程施工期间
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因位于武进区前黄镇X314潘寨线上的壹号桥改造工程施工，为确保
工程的顺利进行及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对前黄镇X314潘寨线上的壹
号桥改造工程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1、施工期限：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10月20日。
2、施工期间，对前黄镇X314潘寨线上的壹号桥实行全封闭施工，期

间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行人可由前灵路、府东路和景德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3、请过往车辆驾驶人、行人及周边群众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减

速慢行，服从现场交通执勤人员的指挥。
4、公交绕行路线详见公交公司通告。
特此通告。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
常州市武进区交通运输局

2020年7月1日

据新华社杭州 7 月 15 日电（记
者许舜达 方问禹）“这次能通过正
高级职称资格评审，体现了政府对我
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重视和关心，
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通过
正高级职称资格评审的宁波微萌种
业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薄永明说。

记者 15 日从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在浙江首次承接的农业正
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中，薄永明等 4
人成为浙江省首批拥有正高级职称
的“职业农民”。

“我是从事育种工作的，育种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试验的种子里，
最终能成为产品的种子，或许只有
1％。”薄永明表示，正是凭着对这

“1％”的坚守，近 5 年来该公司研发
的种子已推广种植250多万亩，累计
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达30亿元。

数据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发育充分，在现有的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中，已通过职业技能
鉴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达16万人。

为加快推进农业人才职称制度
改革，2017年7月，浙江省提出打破
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
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
的评审范围，评审并轨、证书统一。

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负
责人介绍，在农业正高级职称资格
评审工作当中，他们与浙江省人社
部门经过多轮会商，科学确定评审
条件和量化标准，坚持突出政治品
德和工作实绩，坚持激励基层一线
和农业主体，并对每位评审对象按
分类评审原则进行量化评分，严格
把关。

浙江：

4名“职业农民”获评正高级职称

据新华社南京 7 月 15 日电（记
者刘巍巍） 7月15日是世界青年技
能日。记者从当日举行的江苏省暨
南京市2020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
活动中获悉，该省面向各类企业新进
员工和转岗职工，全面推行新型学徒
制培训，力争全年培养超过2万人。

江苏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包括
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4个

层级，培训时限1至3年，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年4000元至8000元，上半年
已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0.85万人。

今年以来，江苏完善职业技能
提升政策体系，向社会推荐41个线
上培训平台，实施百日免费线上技
能培训活动。截至 6 月底，全省共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32万人
次，发放补贴资金4.8亿元。

江苏：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的官兵在泥
水中开挖导渗沟（7月14日摄）。

开挖导渗沟、填埋沙石、疏通排水
渠、垒填沙袋，汗水划过脸颊，浸湿军
装。在位于江西省余干县古埠镇的齐埠
联圩上，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的 60 名
战士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在泥水中处置
一处堤坝坍塌险情。在这群平均年龄只
有 21 岁的年轻战士中，最小的只有 18
岁，其中“00后”战士就有27人。在汗水
与泥水的交织中，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
些最可爱的身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外交部
15日就美方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签署成法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将美国会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
案”签署成法。美方法案恶意诋毁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威胁对中方实
施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对此坚
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
施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有关规定，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利于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

于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
定，得到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赞同。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反对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
移。美方阻挠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图
谋永远不可能得逞。为维护自身正
当利益，中方将做出必要反应，对美
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我们
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不得实施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
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
予以坚决回应。

就美方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

14 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再次遭
遇强降雨。南方暴雨什么时候停？“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雨情如何？中国气
象局15日举行汛期专题新闻发布会，对
近期天气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近期长江中下游强降雨
持续到何时？

中央气象台台长王建捷说，15 日至
16 日长江流域还会出现降水，与前期 7
月 4 日至 10 日的降雨过程相比降雨强
度减弱。

17日至20日，将有新一轮较强降雨
过程，最强时段主要出现在 18 日至 19
日。长江流域出现自西向东的过程性降
水，影响范围比较大，还会涉及江淮、黄
淮等区域，带来暴雨或局部大暴雨。

她说，未来 10 天，长江上游和淮河
流域降水比较频繁，长江沿江和两湖出
现汛情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降水的影响，
在川渝陕甘交界处、淮河流域要注意地
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涝气象风险。

她介绍，7 月 20 日以后，雨区北移，
长江中下游强降水趋于结束。

南方暴雨有多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

司长、新闻发言人王志华说，6月以来（截至
7月14日）我国总体偏涝，全国平均降雨量
为172.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1％。

一是暴雨过程多，持续时间长。6
月以来，南方地区出现 7 次大范围强降
雨过程，64％的县（市）出现暴雨天气。
从 6 月 2 日开始，中央气象台连续 41 天
发布暴雨预警，为2007年气象灾害预警
信息发布制度建立以来时间最长。

二是雨区重叠度高，累积雨量大。湖
北、重庆降雨量为历史同期最多，安徽、贵
州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江西、浙江、江苏为
历史同期第三多。湖北黄冈、安徽安庆和
黄山、江西上饶和景德镇、浙江杭州和衢
州等地超过1000毫米，安徽黄山达1554
毫米，江西上饶婺源达1539毫米。

三是单日雨量大，极端性强。有10县
（市）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52县（市）突破
当月历史极值。最大日降雨量为538毫
米，出现在江西莲花山；最大小时降雨量为
163毫米，出现在贵州正安县碧峰镇。

四是部分流域降雨明显偏多。6 月
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 410.4 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48.3％，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淮河流域、松花江流域、黄河
流域降雨量也比常年偏多。辽河流域、
海河流域、珠江流域降雨量偏少。

“七下八上”雨情汛情如何？
王志华介绍，预计“七下八上”期间

（7 月 16 日－8 月 15 日），我国降水总体
呈现“北多南少”空间分布。我国东部主
雨带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特征，7 月中
旬末，主雨带位于长江与黄河之间，降水
强度强；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主雨带将
北抬至黄淮、华北至东北中南部地区。

这一期间，多雨区主要位于东北大
部、华北、黄淮、江汉、西南地区北部、西
北地区东部和中北部、东南沿海等地，其
中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汉西部、西南
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部
分地区偏多 2 至 5 成。内蒙古东北部、
江南中西部偏少2至5成。

他表示，“七下八上”期间，需加强淮
河流域北部、黄河中下游、海河流域、辽

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防汛工作；加强西
南地区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及南部山洪
地质灾害防范。

鄱阳湖情况如何？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介绍，近

期鄱阳湖连续遭受强降水袭击，造成了鄱
阳湖多处决堤。监测显示，7月14日6时，
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4403平方
公里，较历史同期平均值（3510 平方公
里）偏大2.5成。五大支流入湖口湿地，鄱
阳县昌江和潼津河、千秋河区圩堤决口导
致耕地和村庄大面积被淹。

他表示，根据卫星连续监测，近日鄱
阳湖地区的强降水逐渐弱化，水位正逐
渐下降。但是未来长江上游仍有强降水
过程，长江九江段水位将持续超警，对鄱
阳湖水位具有顶托作用，延缓退水速度，
相关圩堤仍面临较大压力。建议保持鄱
阳湖周边圩堤巡查力度，加强圩堤除险
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鄱阳湖周边需要
加强险情的排除，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高敬

——聚焦近期天气热点问题

南方暴雨何时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安
蓓 王雨萧） 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
新个体经济、共享生产⋯⋯我国将支持
15 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速数字经
济，激活消费新市场、培育壮大新动能，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助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个部门 15 日
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提出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包括

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
化治理、产业平台化发展、传统企业数字
化转型、“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无
人经济”、培育新个体经济支持自主就
业、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探索多
点执业、共享生活、共享生产、生产资料
共享及数据要素流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数字经济
展现强大活力和韧性，大量新业态新模式
快速涌现，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

活、对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支撑稳
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意见，在线上服务方面，重点是
健全完善与线上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相适
应的制度规则，打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的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市场。

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重点
是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

“赋能”水平，降低转型门槛，壮大实体经
济新动能。

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重点
是完善保障制度，适应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新型就业形态和模式发展，完善自主
就业、灵活就业、“副业创新”、多点执业
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内生动力。

在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方面，重
点是发展多种消费形态，探索深化所有权和
使用权分离改革，以物质生产资料数字化支
撑共享共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拓展生产
资料供给，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我
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阶段，引导新业态新模
式健康发展，要破除惯性思维，推动制度
供给改革，打造发展新优势和新机遇。

我国力推15种新业态新模式
（上接A1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必须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
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
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
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

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
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
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
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文章强调，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
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应对和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
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
大、越来越有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