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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溧
阳市人民法院、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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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0年8月31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8
月1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紫廷名苑17幢乙单元6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84.95㎡）

②常州市金百花园10幢1703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43.99㎡）

③拆分拍卖常州市怀德南路268号 16
号楼甲单元710、712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均
为39.12㎡）

④常州市湖塘镇御城25幢甲单元1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83.02㎡）
⑤常州市怡景名园9幢丙单元1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25.68㎡）
⑥常州市新北区顺园路36号内的编号

为3600007599电柜、机器设备一批
（2）不动产于2020年9月10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蓝天花园11幢丙单元402室

动产（建筑面积66.79㎡）
②常州市怡美花园 9幢 703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84.68㎡）
③常州市早科坊35号甲单元502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61.25㎡）
④常州市江南春晓花园10号不动产（建

筑面积103.49㎡）
⑤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南甸苑22幢乙

单元7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50.74㎡）
⑥常州市关河西路91号504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38.45㎡）
⑦常州市朝阳新村23幢丙单元2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43.31㎡）
⑧常州市湖塘镇喜盈门花苑9幢甲单元

15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0.83㎡）
⑨整体拍卖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宜北

路28号 25511、25512室不动产（详见标的
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9月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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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街6号澳
新风情街9幢甲单元1601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139.59㎡）

（2）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新城南都521
幢 甲 单 元 401 室 不 动 产（建 筑 面 积 ：
135.73㎡）

（3）苏 F737UV 丰 田 汽 车 一 辆 、苏
JDM703奥迪汽车一辆、苏DC896W奥迪汽
车一辆

3、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9月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虹桥新村92-402室
不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
110.23㎡）

（2）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中路183
号-6-202 室（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123.42㎡）

4、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0年9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东方花园一区3-301住宅房
（建筑面积65.15㎡）。

（2）溧阳市社渚镇工业园区桃园路8号
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面积2847㎡）及1幢工业
用房（建筑面积5504.95㎡）。

（3）溧阳市戴埠镇镇善南路19号3幢1
号（建筑面积 140.98㎡）、2 号（建筑面积
110.3㎡）、3号（建筑面积105.14㎡）、4号（建
筑面积 102.31㎡）、5 号（建筑面积 102.31

㎡）、6号（建筑面积105.14㎡）、8号（建筑面
积140.98㎡）商业用房。

（4）溧阳市燕山国际花园25幢三单元
202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16.81㎡）。

（5）安徽省郎溪县建平镇郎川大道万盛
嘉苑9幢108号（建筑面积274.28㎡）、109号
（建筑面积267.75㎡）商业用房。

（6）溧阳市社渚镇振兴北街2-10号综合
楼（建筑面积228㎡）。

（7）溧阳市埭头镇圣鑫苑33幢-1住宅
用房（建筑面积331.31㎡）。

（8）溧阳市溧城镇三和朱家村八组6-
601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42.87㎡）。

（9）溧阳市嘉丰新城二区15幢3-502住
宅用房（建筑面积128.96㎡）。

（10）溧阳市南渡镇金渊街27号一单元
502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01.28㎡）。

（11）溧阳市唐家村二巷37号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236.88㎡）。

（12）溧阳市燕山南村C1幢102室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82.2㎡）。
5、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9月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华城书香苑6-1005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46.51㎡）

（2）常州市武进湖塘镇天隽峰美居（二
期）6 幢甲单元 903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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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20年7月30日司法拍卖公告中常

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的拍卖标的：“常州市永
安花苑87幢甲单元301室不动产”应更正为

“常州市永安花苑101室乙单元502室不动
产”。

2020年8月6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 4日傍晚
发生剧烈爆炸，多处建筑损毁，现场升腾
巨大的蘑菇云，目前已造成 100 多人死
亡、4000多人受伤。预计伤亡数字将进
一步上升。

据估算，爆炸强度相当于 3.5 级地
震。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但黎巴嫩政
府官员指出，存储在港口长达 6 年的
2750吨硝酸铵可能是爆炸源。

存储炸药

美联社报道，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
测 算 ，此 次 爆 炸 强 度 相 当 于 3.5 级 地
震。距贝鲁特大约200公里的塞浦路斯
也能听到爆炸声并有“震感”。

黎巴嫩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法赫米
说，爆炸似乎由港口仓库中存放的2750
吨硝酸铵引起。这批化学品可用作化肥
或炸药，2014年从一艘货船上查没。

黎 巴 嫩 总 统 米 歇 尔·奥 恩 指 出 ，
2750 吨硝酸铵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在港
口存放6年“不可接受”。

爆炸发生后，奥恩主持召
开紧急安全会议。黎巴嫩高级
防卫委员会在会上建议：宣布
贝鲁特为受灾城市；在贝鲁特
实施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成
立调查委员会并在 5 天内就爆
炸提交调查结果。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
宣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

目击者说，现场升腾橘色
烟云，似乎印证爆炸牵涉硝酸
铵的说法。硝酸盐爆炸后会释
放红棕色有毒气体二氧化氮。

当地电视台报道，港口一
处烟花仓库失火与爆炸有关。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剧烈
爆炸前不久，港口一处建筑失
火，随着火势蔓延继而出现蘑
菇云和冲击波。港口工人沙尔
贝勒·哈吉说，刚开始像是烟花
类物质的小型爆炸，之后他就
被震倒。一些当地媒体说，爆
炸缘于修复仓库的焊接工作。

誓言缉凶

黎巴嫩总理迪亚卜当天发
表电视讲话，誓言让“灾难的肇
事者付出代价”。“今天发生的
事不会不追责就过去。”

他说，政府很快将对“这座
存在 6 年的危险仓库”宣布相
关处罚措施。

迪亚卜同时希望国际社会
伸出援手，帮助业已遭受新冠
疫情冲击和经济危机的黎巴嫩
渡过难关。

黎巴嫩卫生部长哈马德·
哈桑告诉路透社，政府仍在努力
确定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不
少人失踪，但夜晚没有电力时搜
救有困难。”他说，迄今已有100
多人身亡、4000多人受伤。目
前搜救人员仍在清理废墟、找寻
幸存者。黎政府预计伤亡人数
将进一步上升。

贝鲁特市长马尔万·阿布德视
察现场时泣声说：“贝鲁特已被毁。”

黎巴嫩人口大约600万。按照
美联社的说法，黎巴嫩经济眼下因
金融危机濒临崩溃，本币大幅贬
值。再加上防疫限制措施导致民众
失业，不少人陷入贫困。而爆炸加
深黎巴嫩人面临的困苦。数以千计
民众居住的房屋被毁，被毁港口承
担几乎全部必要生活用品运输，今
后民众生计恐成问题。

多国支援

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法国
和德国就爆炸表达震惊和同情，表
示准备援助。以色列说，已准备提
供人道和医疗援助。卡塔尔和伊拉
克则说会向黎巴嫩运送临时医院设
备，协助救治伤员。伊朗和沙特阿
拉伯也表示愿提供援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例
行发布会上暗示爆炸可能是袭击。

他说，部分美军将领认为，这不是
“某种类型的工业爆炸”。不过，两
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说，他
们掌握的初步信息显示爆炸原因与
黎巴嫩政府公开说法相近，但可能
随后续事态发展而变化。

以色列爆破专家博阿兹·哈云
告诉美联社，烟花有可能是触发大
爆炸的因素之一，视频显示的火势
和声音都具备烟花特点。要求匿名
的以色列政府官员明确否认以色列
与爆炸有关。

美联社和路透社都注意到，2005
年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等22
人在一起汽车爆炸中身亡，涉嫌制造
爆炸的4名嫌疑人定于3天后接受联
合国支持的一家法庭裁决。哈里里身
亡地点距港口约2公里。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提醒在黎
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密切关注
黎政府发布的提醒；如遇突发紧急
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使馆联系
寻求协助。 综合新华社电

已造成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预计伤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

贝鲁特大爆炸缘于2750吨硝酸铵？
新华社伦敦 8 月 4 日电 英国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总编辑理查德·霍顿日前在英国《卫报》撰文说，在应对新冠
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果断、负责地采取行动，保护人
民健康。

他说，正是中国科学家建议尽早采取封城措施，采取严
格的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切断了病毒传播途径。同时，科学
家们协助设立临时医院，扩充病床数量，让重症患者能够及
时获得救治。

霍顿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来袭，中国政府及时向全世界
发出警告，但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听取这些警告。将这次新
冠疫情归咎于中国的言行，是要重写新冠疫情的历史，忽视
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失败作为。

他在文章中说：“当前的反华情绪已经演变成一种令人
不快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恐华症，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霍顿认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更好的做法
是加强人与人之间以及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弱化；
更应该在各国民众间加深相互理解。疫情面前各国民众应
该团结一致。

《柳叶刀》总编辑：

中国科学家果断
负责应对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4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梅） 美国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集团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
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疫情应对情况不
如其他国家。

根据这项民调，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
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认为
美国应对得更好的人不到三成。

如按党派划分，85％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对新冠疫
情不如其他国家，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中，持相同观点的
人分别占各自群体的44％和66％。

关于遏制新冠病毒应采取的措施，民调显示，八成以上
美国人支持政府拨款进行免费检测并扩大检测规模；75％
的人支持所在州立法强制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至少六
成的人支持制定单一、全国性的重启商业和校园政策等。

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马洛丽·纽沃尔说，就新冠死亡病
例数量和病毒传播而言，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
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

这项民调于 7 月 30 日至 31 日进行，调查对象为 1115
名美国成年人。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约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

美应对疫情情况不如他国

据新华社纽约8月5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5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70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日0时34分（北京时间
5 日 12 时 34 分），全球累计死亡病例增至 700647 例，累计
确诊病例增至18540119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最多，分别
为 4771080 例和 156801 例。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
有巴西、墨西哥、英国、印度等。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逾70万

新华社纽约 8 月 4 日电（记者危颖） 针对近期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等一些美国政客发表的反华言论，耶鲁大学高
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4日发文
表示，这些言论充满阴谋论，并缺乏基于事实的分析。

罗奇在这篇发表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的文章中
列举说，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司法
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对中国的攻击言论都站不住
脚，这主要体现在缺乏经济常识、新冠疫情“甩锅”和错误解
读美中关系三个方面。

罗奇认为，外贸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美
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存款不足问题。疫情暴发以来，因为
一次性发放的纾困支票和额外的失业补助，家庭储蓄额暂
时上升，但国内净储蓄率正在滑向新低。在缺乏储蓄、又渴
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海外投资。不解决国内不
断恶化的储蓄问题而限制对华贸易，“就像在泰坦尼克号沉
船时，却在排列船上的座椅”。

罗奇同时说，疫情暴发以来，阴谋论一直是美国政府打
的一张牌。疫情初期，蓬佩奥就宣扬“病毒是从一个研究所
里泄露”的说法，并加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歧视性称
呼。蓬佩奥就新冠疫情频繁拿中国说事和制造谣言，只是
为了掩盖政府抗疫的过失。

对于美中关系，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将其描述为“一边
倒”，称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罗
奇认为，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错特错”。美国消费者需
要中国生产的商品；美国国库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
企业也需要中国这个出口市场。“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双向
关系，关系的损害将极大破坏美国经济的稳定。”

美国知名学者罗奇：

美政客反华言论缺乏事实基础

据新华社贝鲁特 8 月 5 日电（记者
李良勇）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
黎部队）4 日发表声明说，贝鲁特港口区
4 日发生的剧烈爆炸造成多名联黎部队
维和人员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

声明说，爆炸还造成停靠在贝鲁特
港的联黎部队海军一艘舰只受损。

联黎部队多名
维和人员受伤

这是8月4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拍摄的爆炸后景象。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贝鲁特 8 月 5 日电 黎巴
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
爆炸，黎巴嫩红十字会说，截至5日已造
成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

贝鲁特省省长马尔万·阿布德对当
地媒体说，仍有100多人失踪，此次爆炸
造成的损失估计有30亿至50亿美元。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 5 日证实，一
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受轻伤。

爆炸造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被损
毁，港口附近街区受损更严重。新华社
记者 5 日凌晨在这一街区看到，现场就
像遭受过战争蹂躏一样，所有建筑物几
乎无一幸免，路边车辆不同程度受损。
一名现年75岁的黎巴嫩居民告诉记者，
他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即便在贝
鲁特内战期间也没见过像这样的爆炸。

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仍有100多人失踪

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媒
体纷纷报道韩国市民团体对驻
韩美军运营生化实验室的质疑
和愤怒，呼吁韩国政府对相关
事态展开调查，公开信息并关
闭实验室。韩媒近期还披露，
有迹象显示驻韩美军拟进一步
增加生化实验地点。此番报道
再次引发韩国民众对本国“沦
为美军生化实验场”的担忧。

“朱庇特”计划曝光
2015 年 5 月，美国犹他州

一军事研究机构曾向韩国乌山
空军基地寄来一批仍具有活性
的炭疽菌样本，事件曝光后在
韩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
在韩国一直秘密展开的针对朝
鲜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即“朱
庇特”计划由此浮出水面。

驻韩美军解释称，炭疽菌
样本是供乌山基地训练实验人
员使用，旨在应对朝鲜可能发
动的生化武器攻击，活样本是
因疏忽“误送”。但这一说法未

能消除当地民众对美军在韩秘
密开展生化实验的担忧。

据韩媒报道，“朱庇特”计划
是驻韩美军从2013年6月开始
秘密开展的项目，涉及的样本除
炭疽菌外，还有一种名为A型肉
毒杆菌毒素的剧毒物质，其毒性
是炭疽菌的10万倍。

根据韩国国防部与驻韩美
军 2015 年底公开的信息，从
2009 年至 2015 年，美军曾数
次将经过灭活处理的炭疽菌运
送到韩国，并进行过 16 次实
验，还引进过一次鼠疫杆菌。

后续项目未曾中断
“朱庇特”计划曝光后，驻韩

美军并没有中断相关实验项目，
反而继续增加实验基地数量，扩
充实验室人员。2016年5月，驻
韩美军在釜山设立了炭疽菌实
验室。据韩媒披露，目前在首
尔、釜山、乌山、群山4处驻韩美
军基地都建有生化武器实验室。

2019年12月，韩国国防部

和驻韩美军司令部宣布将在釜
山港第八码头美军基地内实施

“朱庇特”的后续计划，代号“半
人马”。该计划旨在识别生化武
器威胁、增强应对能力，且相关
体系已通过安全验证。该计划
一经公开即遭釜山民众抗议。

韩媒报道，今年3月，受托运
营“半人马”项目的美国研究机
构开始公开招聘实验室人员，发
布的工作地点不仅包括首尔和
釜山，还增加了大邱、东豆川、镇
海、倭馆等地，这表明美军在韩
生化实验室的数量还在增加。
尽管驻韩美军辩称，“半人马”项
目仅在釜山港第八码头基地和
平泽基地“汉弗莱营”两地展开，
但未对公开招募实验室人员和
新增工作地点做出解释。这进
一步加重了韩国民众的担忧。

去留争议长期存在
根 据《驻 韩 美 军 地 位 协

定》，美军要往驻韩美军基地运
入有害物质，必须事先向韩国

政府通报，且驻韩美军必须遵守
《生化武器法》和《传染病预防法》
等韩国国内法律，但美方显然没
有履行这一义务。韩国舆论认
为，美国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的缔约国，有义务不发展、不
生产、不储存、不制取除和平用途
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
但驻韩美军对此完全不在乎。

不少韩国民间团体近年来已
多次对此表示抗议，呼吁全面修改

《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或废除部分条
款，同时要求政府展开独立调查，并
最终关闭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

据韩媒报道，“半人马”计划
在今年 9 月结束后将转为新的

“综合早期预警机制”，这意味着
美军生化项目还将继续。分析人
士认为，受韩美同盟关系影响，韩
国政府在处理美军生化实验室问
题上时受到许多制约，而来自民
间的抗议和反对声音却在日益高
涨，相关争议或将长期持续。

据新华社首尔8月5日电 记
者陆睿

美军在韩扩大生化实验规模

据新华社贝鲁特 8 月 5 日电（记者
李良勇）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
傍晚发生爆炸不久后，中国第18批赴黎
巴嫩维和医疗分队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司令部通知，将抽
调其医疗力量为贝鲁特提供医疗救助。

据中国维和医疗分队介绍，接到通
知后，分队抽调来自外科、内科、烧伤科、
麻醉科等领域的 9 名医护人员组成“贝
鲁特爆炸”应急医疗分队。应急分队将
携带药物、耗材、防护用品等物资前往贝
鲁特。现阶段，分队人员、车辆、物资已
准备就绪。

中国第 18 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由
30 名官兵组成，目前正值轮换期间，其
中15人已于7月28日回国。按照计划，
剩余 15 人将于本月 18 日启程回国。中
国第 19 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 15 人于 7
月28日抵达黎巴嫩，因新冠疫情目前正
在隔离中。

中国维和医疗分队——

将为贝鲁特
提供医疗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