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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逾期未接受处理车辆的公告
下列车辆系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天宁大队于2020年8月31日
前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依法扣留
的，请当事人携带相关合法证明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天宁交警大
队（本市关河东路153号）接受处理，
逾期仍未提供合法证明、补办手续或
者接受处理的，本大队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予以处理。具体信
息 详 见 常 州 市 公 安 局 网 站（gaj.
changzhou.gov.cn）平安资讯之公示
公告栏目。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2日

送达公告
江苏天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本中心受理计金花投诉你单位
欠缴住房公积金一案，已做出《常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
存事先告知书》（常公积金限缴告字
2020第5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限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中心领
取《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
限期缴存事先告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9月3日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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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于2020年10月
1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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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拍卖常州市金百商业广场1幢

2707、2708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分别为
51.79、41.93㎡）

（2）常州市御河湾花园55幢乙单元1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79.43㎡）

（3）常州市新城首府5幢2903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247.2㎡）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五菱路以南、解

放路以西的厂房土地（含附属物）及汽车电梯
2台、屋面防水1项（建筑面积32765㎡）

（2）常州市新北区怀德名园46幢甲单元
1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02.73㎡）

（3）常州市天宁区元丰宜家2号101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37.67㎡）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天宁区江南公寓6号601室

不动产及室内物品（建筑面积：212.1㎡）
4、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0年10月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永盛家园4幢3-102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28.95㎡）

（2）溧阳市别桥镇北山工业集中区云源
路7号的土地与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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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齐中
熙）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部
署，为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国际客运
航班平稳有序运行，更好发挥北京国际
航空枢纽作用，便利旅客国际出行往
来，民航局自 9 月 3 日起逐步将经第一
入境点分流的北京国际客运航班恢复
直航。

为严控首都疫情输入风险，自 3 月
23 日开始，入境北京的所有国际客运

航班被分流到指定第一入境点，接受
检疫符合条件的旅客可搭乘原航班
入京。截至 9 月 1 日，已有 511 个国
际客运航班被分流到第一入境点。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
上述分流国际客运航班将逐步恢复直
航北京。根据相关航班始发地远端核
酸检测工作情况，自 9 月 3 日起，将先
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希腊、
丹麦、奥地利、瑞典、加拿大 8 个输入

病例较少国家至北京的 9 个航班。恢
复后的第一班为 9 月 3 日国航执飞的
柬埔寨金边至北京航班。

为进一步做好航班恢复后的疫
情防控工作，民航局将对所有直航
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在严格执行
航班熔断政策的基础上，采取更加
严格的防控措施：一是对单班运行
实际输入病例达到熔断标准的，立
即采取熔断措施，并在熔断期结束

时恢复其从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的政
策；二是对单班运行实际输入病例超
过 3 例的，入境点立即由北京恢复至
指定的第一入境点；三是严格控制直
航北京国际航班客座率，并控制每日
从首都机场入境的旅客规模；四是在
严格旅客远端核酸检测和机场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对此类入境旅客实施严
格的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防范输入风
险。

采取更加严格防控措施

自今天起——

北京国际客运航班逐步恢复直航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神泉谷景区内的粉黛乱子草进入盛开期，成片的“粉色海洋”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观赏游玩。图为9月2日，游客在长顺县神泉谷景区内乘坐观光小火车游览。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罗
沙） 记者 2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截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 18 时，中国裁
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 1 亿篇，访问
总量近480亿次。

据最高法介绍，中国裁判文书网于
2013年7月1日正式开通。2014年1
月1日起，除四种特殊情形，人民法院
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均应当在互联网
公布。2015年6月底起，全国31个省

（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级法
院已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
即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覆盖。

2015 年 12 月，中国裁判文书网
进行改版，内容进一步覆盖到民族语
言裁判文书，包括蒙古语、藏语、维吾

尔语、朝鲜语和哈萨克语。2016 年 8
月，最高法公布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加大了裁判文书公开力度，围绕
如何减轻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工作
量、降低上网裁判文书出错风险、强化对
此项工作的精细化管理等增设了一系列
配套制度。

记者同时了解到，2020年9月1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方式进行了升级，
访问用户需通过手机号码验证的方式进
行注册，注册登录后，可以照常进行文书
查询、下载等操作。最高法表示，通过升
级，社会公众可以享受更流畅的网站访
问体验，在现有司法公开基础上进一步
增加获得感。

访问总量近480亿次

中国裁判文书网
文书总量破1亿篇

新华社上海 9 月 2 日电（记者兰
天鸣） 记者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法院 2 日公开开庭宣判一起
特大生产销售仿冒“乐高”案。被告人
李某某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6 年，并处罚金 9000 万元；其余 8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至3年不等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据悉，2015 年至 2019 年 4 月间，
在未经乐高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李某
某指使多人，购买新款乐高系列玩具，
通过拆解研究、电脑建模、复制图纸、
委托他人开制模具，设立玩具生产厂，
专门复制乐高公司创作的美术作品

“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
47 个系列 663 款拼装积木玩具产品，
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

方式销售。
2019年4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

在李某某租赁的厂房内查获用于复制
乐高玩具的注塑模具、用于组装模具
的零配件、“乐拼”玩具各类包装盒、说
明书、带有“汕头市乐拼玩具有限公
司”字样的销售出货单、相关电脑、手
机以及复制乐高系列的“乐拼”玩具产
品等。

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
员会鉴定，乐拼公司的玩具、图册与乐
高公司的玩具、图册均基本相同，构成
复制关系。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在被告
人李某某的指使下，各被告人分工配
合、紧密合作，形成了有组织、系统化
的犯罪链条和团伙。该案涉案人数众

多、犯罪时间跨度大、侵权款式多样，犯
罪数额达到 3.3 亿余元，案件涉及的绝
大部分仿冒玩具已经流入市场，不仅侵
犯了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商誉和经济
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大。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等 9 人以
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
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情节属特别严重，
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
罪。同时，法院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的不同作用，认定被告人李某某系
主犯，按照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
罪处罚；其余8名被告人系从犯，从轻处
罚。

9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获刑

上海法院判决特大知产侵权案件：

仿冒“乐高”变“乐拼”

新学期开学，浙江省杭州市许多学校将“光盘行动”“厉行节约”作为开学后的
重要主题，通过心得体会交流、情景剧表演、餐前教育等方式，让学生们认识节约
粮食的重要性，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 新华社发

新华社厦门 9 月 2 日电（记者颜
之宏） 记者从厦门市人大法制委了解
到，《厦门经济特区邮政条例》已于近
日经厦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相关
条款规定，快递企业未经收件人同意
使用智能投递设施投递快件，企业和
相关责任人将受处罚。

据厦门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李本

年介绍，根据条例的相关要求，快递企业
使用智能投递设施提供快件投递服务
的，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并以适当方式
告知收件人智能投递设施名称、地址、保
管期限、提取方式以及投诉渠道等相关
信息。如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能投递设
施投递快件的，快递企业应当按照快递
服务合同约定的名称、地址提供投递服
务。

厦门：

立法处罚未经收件人
同意投放快递柜行为

新华社合肥 9 月 2 日电（记者
陈诺）“各位家长们大家好，今年受
到疫情影响，接教育部门通知，各学
校要做好提前开学准备工作，现我
校开始收取课本费⋯⋯”又到开学
季，安徽省合肥市一所学校的学生
家长群里，一位“班主任”的信息让
好几位新生家长上当受骗。合肥市
警方提醒：学生家长应提高警惕，重
要信息需与老师本人核对，QQ 群、
微信群应开启身份验证功能。

近日，有骗子冒充合肥市某中
学“班主任”，在新建的微信群里通
知新生家长交学费，有 8 位新生家
长向骗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转账。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是
通过一名家长发布在QQ群中的微
信群二维码，潜入了这个新建的微
信家长群。”合肥市公安局侦查指挥
中心民警朱云龙介绍，犯罪嫌疑人
是冒用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实施诈
骗的。

警方提醒：

开学季警惕
假班主任诈骗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屈
婷 陈聪）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 日
发布第二届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
员会名单。相比首届名单，这一届国
家级罕见病专委会规模扩大近一倍，
专家诊疗力量更加强大，罕见病防治
工作将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

专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
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李林康说，专委会
将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研究提出
符合我国国情的罕见病定义和罕见病
目录调整建议，组织制定更新罕见病
防治有关技术规范和临床路径，对罕
见病的预防、筛查、诊疗、用药、康复及
保障等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张抒扬说，推进罕见病防治工作，需要
从完善保障制度、织密诊疗协作网、提
高罕见病认知等多个方面着手，用实
际行动关爱罕见病患者。

记者了解到，第二届专委会共 40
人，涵盖的专业领域更广：包括罕见病
诊疗领域20人，药品经济和药品保障

领域 6 人，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领域 7
人，医学伦理和医学遗传领域3人，以及
卫生政策和卫生经济学领域4人。

根据名单，钟南山院士、赵玉沛院
士、杨胜利院士、张学院士、乔杰院士及
李定国、丁洁教授任顾问。主任委员由
张抒扬担任。

记者梳理名单发现，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天津市儿
童医院院长刘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副院长周文浩、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
院院长施秉银等更多医疗机构的知名专
家进入到第二届专委会名单里。李林康
表示，专家专业领域涵盖从罕见病防治
前端的医学遗传到后端的社会保障，及
医学伦理等各方面，标志着我国罕见病
防治体系不断向纵深拓展。

“更多专家的加入对于推动罕见病
的多学科会诊和远程会诊、双向转诊有
很大作用。”李林康说，专委会的新变化
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罕见病防治的管理工
作，提升罕见病定义、诊疗和用药的规范
化，完善对罕见病群体的保障。

第二届国家级罕见病专委会名单发布：

钟南山等任顾问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魏
梦佳） 9 月 1 日，北京大学迎来 3300
多名前来报到的本科新生。记者从北
大招办获悉，2020 年，学校首次实施

“强基计划”招生，共录取842人，北大
将对入选学生实施全过程培养，着力
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据悉，北大“强基计划”将发挥该
校在学科及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通
过“基础学科＋多元选择”的个性化培
养体系、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名专业导
师和多名跨学科导师的“1＋X”导师

制、打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培养的“3＋
X”计划等多元方式，着力培养基础学科
专业型以及跨学科复合型的创新人才。

记者了解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为
此还专门成立了“鹿鸣书院强基班”。北
大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王世强介绍，“鹿
鸣书院强基班”将重点加强学生交叉学
科综合素质培养，并开设交叉融合课程、
创意实践系列课程，实施小班授课，密切
师生、学生间交流。同时，打通本硕博 3
个教育阶段，通过“3＋5 本博直通”项目
探索我国自主培养生命科学人才的方
案。

北大2020年首次实施“强基计划”：

招生录取842人新华社成都 9 月 2 日电（记者
陈 地） 1 日 ，从 哥 本 哈 根 出 发 的
1040 头丹麦原种猪乘坐包机顺利
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这是四
川本次引进种猪的第一批次。据
了解，该批种猪主要包括大白、长
白、杜洛克 3 个品种，总共将引进
2085 头，创下四川种猪引进数量
纪录。

四川进口种猪数量逐步增加，
不少企业新加入种猪行业或将种猪
产能布局在四川。统计显示，目前
四川有省部级外种猪核心育种场
12 个，存栏原种猪 1.7 万余头，年提
供父母代种猪 140 万头左右，不仅
能满足四川优质种猪供应，还可以
向其他地区提供种猪。

千余头丹麦原种猪
坐包机入川

新华社杭州 9 月 2 日电（记者林
光耀） 记者从 9 月 1 日举行的杭州市
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媒体座谈会上
了解到，杭州市积极推进审批制度改
革，通过建设“亲清在线”数字化政商
服务平台，将工业项目开工前全流程
审批时间压减到9个半小时。

“‘亲清在线’平台以满足企业尽
快拿证、尽早开工的需求为切入点，以
流程再造为着力点，全力推动投资项
目审批‘小时制’改革。”杭州市发改委
投资处处长李锟说。

通过加强业务优化整合和流程并
联处理，杭州市将开工前全流程审批

时间由 9 个工作日压减到 9 个半小时。
其中，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实现“秒达”，
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
工许可证分别在3小时内核发。

“亲清在线”平台是杭州市依托“城市
大脑”与大数据优势打造的新型政商数字
协同系统，可分别向企业、政府部门提供
政策兑现和互动交流服务等操作功能。

借助“亲清在线”平台，杭州市通过
数据协同实现材料简化，并将协同范围
向前延伸至土地出让信息，向后延伸至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对审批数
据精准分类、全程共享，减少企业填报数
据达90％。

杭州推行——

9个半小时内完成工业项目审批
近年来，河北省迁安市立足资

源优势，瞄准市场需求，以“一村一
品”种植模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为农民拓
宽增收渠道。图为河北省迁安市
阎家店乡隔滦河村农民在红树莓
种植园内收获红树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