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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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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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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动产于2020年9月14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
年9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戚厂工房北区23幢丁单元2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44.14㎡）

(2)常州市鼎邦花园25幢乙单元23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95.09㎡）

(3)常州市龙与城87幢28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42.07㎡）
(4)常州市豪郡花园52幢乙单元2205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76.97㎡）
(5)常州市采菱路河苑家园19-甲-

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64.3㎡）
(6)常州市豪郡花园49幢乙单元1703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5.83㎡）
(7)型号为WDCGG8BB的奔驰小型

汽车一辆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其中动产于2020年9月15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
年9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江阴市璜土镇镇澄路3565号3幢4、
5号不动产（建筑面积：208.81㎡）

（2）苏D52V16大众汽车一辆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
的：不动产于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
次日10室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权 45
万股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9月27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五星家园18-801
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189.31㎡）

（2）常州市金坛区金谷华城金禧园
1-甲-501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
面积：180.96㎡）

（3）常州市金坛区丽锦家园6幢丙单
元502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
积：105.54㎡）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
动产于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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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南大街119号5幢2-401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46.03㎡）

（2）溧阳市燕山南村二区3幢1-101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78.2㎡）

（3）苏D9VY98传祺牌商务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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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华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

常州新鸿瑞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已作出（2020）苏0402破2号民
事裁定予以受理，并指定了破产管理
人。破产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的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舜溪荣府2
幢一层物管用房，邮政编码：213000；联
系 人 尤 震 宇 (13584338995)、陈 刚
(13358188645)、周国来(13328199258)、
冯发荣（18912300981）。

常州新鸿瑞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2020年11月9日前向常州
新鸿瑞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

报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
定于2020年11月21日上午9时30分
在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连家沟
东路2号本院郑陆人民法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届时所有债权人应出
席。债权人在申报债权和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自然人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送达地址确认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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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402破2号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警察警旗式样确定。警旗旗
面由红蓝两色组成，红色为主色调，长方形，警徽居旗帜左
上角。红色体现党对人民警察队伍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
彰显人民警察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
色；蓝色凸显人民警察的职业特征，代表人民警察对平安的
守护。

警旗通用规格共分为四种：（一）长 240 厘米、宽 160 厘
米；（二）长 192 厘米、宽 128 厘米；（三）长 144 厘米、宽 96 厘
米；（四）长96厘米、宽64厘米。

警旗是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标志，是人民警察荣誉、责
任和使命的象征。确定中国人民警察警旗，对于深入推进
人民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激励人民
警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具有重要意
义。 新华社发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
影响，粮食安全问题热度不减。近期南
方洪涝影响粮食生产，夏粮收购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减少，再次让人们关注粮
食。在农业农村部 26 日举行的发布会
上，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一系列关于粮食
的热点话题。

秋粮丰收有保障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
量增加 24.2 亿斤，早稻增加 20.6 亿斤，
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了主动。秋粮约占
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当前生产形
势如何？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表示，今年秋粮丰收有基础。在市场
拉动和播种期间墒情好的情况下，秋粮
面积达到 12.84 亿亩，增加了 500 多万
亩。当前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东北的玉
米前期授粉和灌浆不错，大豆已经鼓粒，
水稻已压穗，除了前段时间个别地区受
旱、长势偏差，其他地方长势比较均衡，
丰收在望。同时，黄淮海和西北的玉米
长势不错，西南和华南的水稻长势总体
正常。

“农谚讲‘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
五定收成’。目前距秋粮收获还有40天
左右，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灾害多
发期。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秋旱、台风、
病虫害、北方早霜和南方寒露风的关
口。”潘文博说，要落实后期田管措施，全
力以赴夺取秋粮的好收成，确保今年粮
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

夏粮丰收为何收购量
减少？

今年夏收小麦上市后，收购量比去

年同期有所减少，山东等地小麦
价格持续上涨。如何看待收购量
和价格变化？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说，今年夏粮已获丰收，
其中小麦产量增长 0.6%。新麦
上市后，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先
后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市场价格稳中走强。

他表示，从当前我国小麦总
体形势看，不需要担心供给问题，
价格也不会持续上涨。主要原因
包括小麦连续多年丰产，产需呈
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库存
量大约相当于一年的消费量，而
目前价格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
征。

“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明显，
部分地区玉米价格高于小麦，一
些饲料企业增加小麦采购、替代
玉米作饲料，市场看涨预期增
强，部分农户和贸易商惜售，进
一步推高价格。”唐珂说，后期随
着玉米价格企稳，小麦价格继续
上涨的可能性不大，8 月份以来
山东等地小麦价格已经止涨趋
稳。

近 期 ，小 麦 收 购 量 受 到 关
注。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监
测，截至 8 月 10 日，主产区累计
收购小麦 881 亿斤，比去年同期
减少212亿斤。对此，唐珂表示，
小麦收购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
减少，但与近三年平均水平大体
相当，并且今年主要是政策性收
购减少，而市场化收购进度基本
正常。

“近年来优质专用小麦不断
发展，优质优价特征日益明显，

市场化收购活跃，越来越成为小
麦收购的主渠道。但也要提醒
广大农民朋友密切关注市场行
情，警惕一些炒作‘粮荒’的舆
论，不要盲目跟风囤粮，要把握
好售粮时机，实现丰产又丰收。”
唐珂说。

玉米价格会持续
上涨吗？

玉米是重要的饲料用粮和加
工原料。今年春节后，国内玉米
价格持续上涨。后期玉米价格是
否会继续大涨？

唐珂说，目前东北、华北的玉
米平均收购价已分别达到每吨
2150 元和 2400 元左右，比年初
上涨约30%。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组织开
展了调度分析，关于当前玉米市
场形势有以下两个判断：

——价格属于恢复性上涨，
大体处于合理区间。随着生猪产
能持续恢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好转，深加工企业开工率提
高，玉米下游需求向好。同时，随
着临储玉米拍卖接近尾声，资本
炒作和非理性囤粮加剧，共同拉
动玉米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目前，东北地区玉米价格低于市
场价历史高点，仍属于恢复性上
涨。粮价适当上涨，客观上有利
于提高农民来年种植玉米的积极
性。

——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
后期价格将逐步趋稳。前期拍卖
的临储玉米将陆续出库，目前库
存能满足秋粮上市前后市场消费

需求。随着新玉米上市，加上
全球玉米供给宽松，我国玉米
及大麦等替代品进口增加，预
计全年玉米市场供给总量充
足，价格有望趋于平稳。

“建议各类市场主体保持
好购销节奏，不宜持续囤粮看
涨。我们将不断完善政策措
施，稳定发展玉米生产，立足国
内保障玉米基本自给。”唐珂
说。

洪涝对南方水
稻影响大吗？

双季稻包括早稻、晚稻，
是重要的口粮品种，占我国稻
谷面积的三分之一，意味着国
人 三 碗 饭 中 有 一 碗 是 双 季
稻。南方洪涝对双季稻影响
大吗？

潘文博说，今年中央明确
提出恢复双季稻生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如提高籼稻最低
收购价，整合 40 多亿元中央
财政资金，加大对主产区支
持。各地压实责任，精准指
导。

他介绍说，双季稻的第一
季是早稻，目前已经丰收到
手。洪涝影响主要在江西的鄱
阳湖和湖南的洞庭湖湖区局部
区域，影响有限，没有逆转早稻
增产趋势。今年早稻面积增加
了 450 多万亩，扭转了连续 7
年下滑的势头。

同时，晚稻丰收有基础。
今年晚稻生产的特点是抗灾
抢插增面积。8 月中旬晚稻栽

插基本结束，面积预计增加 400 多
万 亩 ，遏 制 了 连 续 10 年 下 滑 势
头。随着雨带北抬，目前晚稻长势
总体正常。下一步，将继续抓好田
间管理。

疫情会影响大豆
供给吗？

为满足榨油和豆粕饲料需求，
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 8000 至 9000
万吨，疫情会影响大豆供给吗？

唐珂说，我国大豆主要进口国
是巴西、美国、阿根廷。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客观上抑制
了大豆需求，加上油价低迷打压了
生物质燃料需求，全球大豆的供给
是宽松的，国际市场价格总体稳定，
有利于我国进口。

他介绍说，今年以来我国大豆
进口数量增加，当前价格小幅上
涨 。 1 至 7 月 份 ，我 国 进 口 大 豆
5514 万吨，同比增加 17.6%。7 月
份，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
为每斤 1.62 元，环比涨 1.6%，同比
涨2.5%。

受食用需求旺盛拉动，国产大
豆价格持续向好。据监测，7 月份
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
斤 2.75 元 ，环 比 涨 8.2% ，同 比 涨
51.2%。

唐珂说，从后期走势看，北美
大豆陆续丰产上市，预计下半年
我国大豆进口量增价稳，下游豆
粕、豆油供应有保障。随着国储
拍卖大豆陆续供应市场，新豆即
将上市，预计国内大豆价格将高
位回落。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一席谈

五 问 粮 食 安 全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6日电（记者李志浩 杭芮）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王武龙表示，从8月
26日开始，乌鲁木齐市将对重点小区再次进行核酸检测，之后
将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政策，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6 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武龙表示，经过艰苦努力，乌鲁木齐市
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进一步拓展，防控工作阶段
性成效也进一步巩固。为确保全市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从 8 月 26 日开始，乌鲁木齐市将对重点小区再次
进行核酸检测，之后将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政策，逐步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月 15 日乌鲁木齐市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随后乌鲁木齐市对全市各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并针对全
民特别是重点小区，先后多次开展免费核酸检测。8 月 16
日乌鲁木齐市首次实现新增确诊病例“零报告”，至 8 月 25
日24时，已连续10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

截至8月25日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例124
例，无症状感染者 44 例，3024 人正接受医学观察。自 7 月
15 日 0 时至 8 月 25 日 24 时，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702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194例。

此后将调整疫情防控政策

乌鲁木齐市：

对重点小区
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深圳/香港 8 月 26 日电（记者李晓玲 朱宇
轩） 26 日 10 时许，随着货检通道闸口打开，深港两地货车
缓缓通过闸口，深港间第七座陆路口岸——莲塘/香园围口
岸正式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新物流大通道。

莲塘/香园围口岸开通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
年，由粤港携手谋划、精心打造的莲塘/香园围口岸，是粤港
澳大湾区背景下深港之间首个建成投入使用的大型跨境互
联互通基础设施，也是完善深港口岸布局，实施深港跨境交
通“东进东出、西进西出”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

开通仪式上，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说：“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充分彰显了‘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作为粤港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莲塘/香园围口岸南接
香港粉岭公路、香园围公路和沙头角公路，北连深圳罗沙公
路和东部过境高速，将深港与粤东、赣南、闽南的跨境运输
连为一体，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物资、资金和信息等生产
要素的便捷流通增添了新通道。

记者在口岸开通现场看到，莲塘/香园围口岸主体建筑
横跨深圳河两岸，主要包括旅检大楼、货检区、市政配套工
程和跨境桥四部分。口岸实行“两地两检”和车辆“一站式”
查验通关模式，设计日通关能力为旅客 3 万人次、车辆
1.785万辆次。口岸开通后的第一阶段，先行启用货检场地
通关服务，旅客和客运车辆的通关服务将由深港两地协商
后适时开通启用。

定位为客货综合性口岸的莲塘/香园围口岸，也是中国
车辆“一站式”通关模式的改革试点口岸。与传统过关需要
经过层层“关卡”不同，莲塘/香园围口岸的客、货“一站式”
通关模式通过共享前端交通指引、电子栏杆、监控、远距离
读卡等采集设备，通关只需一次停车，便可实现口岸查验单
位共同检查、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缩短至10至15秒。

大湾区再添新物流大通道：

莲塘/香园围口岸启用

据新华社上海8月26日电（记者朱
翃）上海警方 8 月 26 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披露近期捣毁的一个涉及全国多省
市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100余人，涉案资金近亿元。

今年 3 月，市民陆女士接到一微信
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某证券公司客
服，而陆女士恰好是这家公司的客户，
没有怀疑就通过了申请。对方随后介
绍她加入了一个股票推荐群。陆女士
很快被聊天群里一位自称“毕业于哥伦
比亚大学”的“讲师”折服，几乎每天都
登录线上直播室“听课”。几周后，这位

“讲师”在直播室里向大家推荐了一款
App，声称不仅可以实现当天买卖交
易，还可以调节买入的价格杠杆，收益
远超正规的股市操作。陆女士听后下
载了这款 App，同时将 20 余万元资金
转入该平台。

之后几周，陆女士发现“讲师”推荐
的股票却经常下跌，即使偶有收益，平台
也会以“当日出金只能是投资的 10%”
为由限制资金取出。到了 5 月份，陆女
士账户资金已折损大半。她打算退出平
台时，却发现已经无法登录，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随即向上海长宁警方报警。

警方接报后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涉
及多层级、多环节的诈骗集团。该团伙
先后搭建了多个股票投资诈骗平台，通
过发展代理的方式实施诈骗。

8月7日，上海警方在天津、河北、湖
南、江西等省市同时收网，一举抓获犯罪
嫌疑人郭某（平台负责人）、鲁某（讲师负
责人）、张某（引流公司负责人）等 70 余
人，并在四川将“引流团队”30 余人一并
抓捕。目前，郭某、鲁某等犯罪嫌疑人已
被上海长宁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
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捣毁100余人
电信诈骗团伙

借“名师荐股”
诈骗近亿元

（上接 A1 版）在共建共治共享
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人
民利益，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
努力工作。三是执法公正。要
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
教育培训，严格监督管理，规范
权力运行，把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执
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

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
义。四是纪律严明。要坚持严
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严
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
求，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焦
实战、强化训练，着力锤炼铁一
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
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
般的纪律作风，充分展现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
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
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
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中国人民
警察警旗”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参加授旗仪式的人民警察
进行了集体宣誓，誓词为：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坚定纯洁，让党放心，

甘于奉献，能拼善赢。
郭声琨主持仪式。丁薛祥、

张又侠、陈希、周强、张军出席仪
式。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仪
式。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旗面由红
蓝两色组成，红色为主色调，警徽
居旗帜左上角。警旗是人民警察
队伍的重要标志，是人民警察荣
誉、责任和使命的象征。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8月26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领雁”AG50轻型运动飞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平稳飞行12分钟后安全着陆，成
功实现首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