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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公民身份证号：320404199206044416）：
我局于2020年4月7日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常 新 城 综 执 催 字 [2020] 第
0027175号《催告书》，催告你履行常新
城综执限拆字（2019）第0027175号《限
期拆除决定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义务期
限为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
行义务方式为自行拆除。上述《催告书》
经公告送达后，你未提出陈述、申辩。因
你经催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且
无正当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等相关规定，我局作
出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多次
向你送达常新城综执强决字[2020]第
0027175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但
均未成功。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有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强

决字[2020]第0027175号《行政强制执行决
定书》，作出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自本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将
由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办事处依法强制
拆除你的违法建设（位于新北区阳光花园
西门北侧，你实际占有的一栋一层砖混结
构建筑物，该建筑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出租给红宝
石美容SPA会所）。上述《行政强制执行决
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常州
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起诉。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10月28日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溧阳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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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0年11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11月30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银河湾第一城13幢2003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84.44㎡）

（2）丰田凯美瑞小型汽车一辆(详情请参见
淘宝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0年11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山东省威海乳山市银滩临海宜家小区

23幢1-603阁不动产（建筑面积：61.64㎡）
（2）山东省威海乳山市银滩爱情海景西区

2幢1-516不动产（建筑面积：37.82㎡）
（3）江阴市璜土镇石庄绿海香洲44号908

室、910室、911室、1008室、1009室、1010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均为：38.66㎡）（其中908室、910
室于11月28日起拍；911室、1008室于11月29
日起拍；1009室、1010室于11月30日起拍）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
产于2020年11月1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举升机等机器设备（汽修公司设备详情
参见淘宝页面）

4、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动产
于2020年11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11月12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燕山中路28号福田中心办公
1708（总建筑面积：91.9㎡）

（2）溧阳市和平新村一区16幢1-501住宅
用房（总建筑面积：123.1㎡）

（3）溧阳市凤仪湾4幢一单元502住宅用房
（总建筑面积：93㎡）

（4）溧阳市夏桥巷9号305号住宅用房（总
建筑面积：43.5㎡）

（5）金坛市君风服饰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
设备类资产（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0年11月22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金水湾13幢403室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21.27㎡）
②常州市金坛区西环一路2号店面房、西

环一路2号、西环一路2号店面北第五间（梅园
大酒店整体拍卖）（建筑面积：625.52+1140.45+
78+51=1894.97㎡）

（2）不动产于2020年11月26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江南路85-甲-1030号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60.42㎡）

②常州市金坛区华城商业广场6-2302室
不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22.11㎡）

③常州市金坛区金彩花园7-103室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常州市金坛区金彩花园7-
04号（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分别为：138.89
㎡与35.5㎡）

（3）不动产于2020年11月27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109902股

②常州龙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7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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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这些天，与体彩公益进程、活动、事件相关的
三组数字，比较亮眼。

一是，截至今年 10 月 24 日，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统一发行 26 年来累计筹集公益金已经超过
5528 亿元，2020 年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382 亿
元。

二是，2007 年至 2019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事业
136亿元。“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该
项资金79亿元，按照每县2000万元的补助标准，
实现对 397 个革命老区县的全覆盖。目前，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支持资金 20.6 亿元
已全部下达，重点支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深度
贫困革命老区县和巩固脱贫成果任务相对较重的
贫困革命老区县。

三是，10 月 25 日“重阳节”当天，一篇《传承
中华美德体彩身体力行》的文章披露，2013 年至
2019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60亿元，用于养老公共服
务，致力于为空巢老人排忧解难、助独居老人安享
晚年。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 10 亿
元用于养老公共服务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开
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5528 亿元，382 亿元，136 亿元，79 亿元，397
个⋯⋯当一连串与体育彩票密切相关、与购彩者
息息相关的扶贫、养老等公益数字呈现在面前，多
少会让人感到一种“幸福的眩晕感”。

对于购彩者来说，置身于“幸福的眩晕感”，还
当生出“浓浓的自豪感”。这是因为，这一连串数
字，无不凝聚着全国各地购彩者的爱心善举。那
些数字，看上去很“大”，却来自于每一个小小的
你、小小的我、小小的他。成千上万的“小”，经过
日积月累，汇聚成巨大而澎湃的公益能量。

这些巨大的公益能量，来自于每一张方寸之
间的体育彩票。或许，有一些购彩者并不十分了
解下面这些“关系”：每买2元的大乐透彩票，会贡
献 0.72 元公益金；每买 2 元的 7 星彩彩票，会贡献
0.74 元公益金；每买 2 元的排列 3 彩票，会贡献
0.68元公益金；每买2元的顶呱刮，会贡献0.40元
公益金⋯⋯

正是这一个又一个 2 元、一张又一张体育彩
票、一个又一个默默无闻的购彩者，构成了广泛支
持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公益体彩坚固根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着源源不断
的支撑。

“小”能变“大”，还有两个最新的中奖案例可
作佐证。一是，10 月 23 日，浙江舟山一位幸运儿
现身，以一张81元投入的大乐透彩票捧走2.69亿
元巨奖。二是，10 月 22 日，湖南长沙一位购彩者
现身，以两张加起来只有24元投入的足球彩票收
获足彩第20044期两注500万元头奖，独揽1000
万元。

所以，别小看了“小”。每一个购彩者的小小
付出，都酝酿着大大的梦想。 戴新

彩市新语：

别小看了“小”

10 月 23 日-10 月 25 日，2020 运动龙城
大联赛常州市汽车越野比赛在金坛茅山旅游
度假区隆重举行。

24日上午，在东方盐湖城举行的开幕式上，
举办了酷炫的摩托车及装备展、限量版房车露
营户外装备展等，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汽车场地越野赛从 24 号下午开始在茅
山汽摩越野基地开展，标准化的赛道，跌宕起
伏的山路，是对车手们综合实力的巨大考
验。但车手们毫不畏惧，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投入到比赛中。利落地出发，完美地过弯，漂
亮地飞跃，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硝
烟弥漫”的战场，一个字，冲！

赛道的难度不容小觑，在追求速度的同
时也要保持平稳，要不然一不小心就“翻车”
啦！在车手失误后，组委会的救援组火速赶
去营救。经过激烈角逐，25 日下午 15 时左
右，选手们的成绩最终揭晓。

与惊险刺激的汽车场地越野赛相比，蝴
蝶桩绕桩比赛更为全面地考验车手操控车辆
的能力，同时也更富趣味性。车手既要走对
线路，又要保持速度，也绝非易事。

谁是边车英雄，茅山见分晓。边三轮趣
味赛分为两个组别：翘边斗绕桩计时赛和翘
边斗载人赛。比赛过程中，车手的脚和边轮
都不能着地。车子重心偏移时，极其考验车

手的技巧。
本次活动，不仅能看到激动人心的越野比

赛，也能聆听到大咖们对越野文化的探讨。在
“房车四合院”“一带一路”越野文化高峰论坛上，
各位大咖们共聚一堂，探讨中国越野文化，让“玩”
也专业。同时，他们还分享了自身自驾旅行中的
趣人趣事以及对越野文化精神的理解，让现场观
众对自驾旅行和越野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据悉，常州每年都会举行汽车越野比赛，去
年首次设置新秀（市民）组便吸引了众多业余爱
好者参加，今年的新秀组同样热度不减，越来越
多的越野爱好者参与到这项赛事中，让汽摩运
动成为秋日里最动感的风景。 常体

运动龙城大联赛运动龙城大联赛

10 月 25 日下午，为期 2 天的 2020 运动龙城大
联赛常州市小篮球比赛（新北赛区）在三井实验小学
体育馆落下帷幕。11月15日，6大赛区各组别冠亚
军队伍将会师清潭体育中心体育馆，在总决赛中争
夺冠军宝座。

新北赛区的比赛吸引了来自新北区各学校的
55 支队伍共 380 名小运动员参赛。在赛场上，往日
一起训练的队友成了对手，但小选手们没有手下留
情，全力以赴争夺决赛入场券。

今年是小篮球项目第二年被选入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系列赛事活动，小篮球项目规划分为三大板块：

小篮球比赛、校园联赛与社区公益篮球培训，累计参
与人次超 1200 人。小篮球比赛设置了金坛、溧阳、
武进、天宁、新北和钟楼 6 个分站赛，比赛设 U8、
U10 和 U12 三个组别，不限男女。赛程从 8 月持续
至11月，钟楼赛区分站赛将于11月14日举行。

为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各赛区仅限本区
运动员参赛，运动员与工作人员进入场馆前必须
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此外，家长与其他观众不
得进入学校球馆观赛，但可通过观看直播的方式

“线上围观”。
常体

日前，2020运动龙城大联赛常州市龙舟比赛在常州
太湖湾全国龙舟竞赛基地举行。共有 15 支龙舟代表队
230多人参加赛事。

本届比赛是 2020 年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项目之一，由市龙舟协会、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市体育总会指导办赛。

此次比赛项目为龙舟 100 米直道竞赛，分成男子组
和女子组。赛前，工作人员对各代表队运动员逐一进行
体温检测与苏康码检查，并积极做好安全保障措施，保证
赛事顺利举办。

伴随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一条条龙舟如离弦
之箭在湖面上疾速前行，上演一场你追我赶的水中竞

逐。划手们动
作整齐划一，
奋力划桨，充
分彰显了团结
拼搏的龙舟运

动精神。最终，本次比赛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分别由常州扬
子餐饮队以及飞戈少儿体适能队获得。

“多年来，协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市体育局、市民政
局的大力支持。目前，协会已拥有团体会员单位 15 家，龙
舟爱好者遍布全市。”市龙舟协会副秘书长王小健说，“龙舟
竞渡是我国典型的传统体育项目，未来，协会还将借力底蕴
深厚的常州古运河文化来举办赛事，希望让更多市民参与
进来，进一步推动全市龙舟运动发展，普及龙舟文化，传承
龙舟精神。”

常州市龙舟协会于 2010 年 3 月成立，挂靠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依托高校体育资源、设施开展体育项目系
列活动。目前，协会拥有专门的龙舟训练基地 3 个、训练
用标准龙舟 5 条；拥有男、女龙舟队。协会龙舟队参加过
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级各大龙舟赛事，成绩斐然；拥有一
支高素质的龙舟执裁队伍。队伍中包括国际级、国家级、
国家一级和相关体育专业人员多名，有较强的体育公益
项目运营管理经验。 常体

2020年常州市龙舟比赛落幕

2020年常州市汽车越野比赛圆满落幕

2020年常州市
小篮球比赛决赛在即

编者按：近年来，常州海外联谊会在中共
常州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始终高举爱国主义
旗帜，广泛联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及其同
乡社团，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联谊交友活
动，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为常州高
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常州海外联谊会影响
力越来越大，品牌美誉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深
得海内外朋友信任的“联谊之家”。

联谊联心联发展

奋力开创新时代海外联谊工作新局面
常州海外联谊会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广泛团结海内外同胞，加大联谊交友的
广度和深度，凝心聚力，爱国力量不断发展
壮大。

加强引导培育，建强代表人士队伍。今
年，海联会新推荐卞淼淼增补为市政协香港
委员，推荐 5 名“80 后”港澳青年进入全市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十百千工程”，累计共
有62名港澳台代表人士进入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建设“十百千”工程，进一步壮大我市港澳
台海外代表人士队伍，发挥青年代表人士在
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政治参与作用、在优化
政府决策中的议政建言作用、在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截至目前，我
市政协港澳委员达15名，名列全省前列。

联系重点家族，精心管理家族基金。年

初，海外联谊会赴上海拜访唐氏后裔及上海
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密切联系毗陵唐氏家
族。去年 11 月，邀请以全国政协常委、香港
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唐英年为代表的 19 位唐
氏家族成员来到常州，参观青果巷唐氏八宅、
荆川公园，体验乡情，增进友情，并出席荆川
小学唐君远楼落成暨第一期优秀荆川学子奖
励基金发放仪式、唐荆川爱国兴学奖助金第
十二期发放暨唐鹤千龙城大学生同心实践
活动第七期优秀项目发布仪式，唐英年先
生等毗陵唐氏后裔亲自为受奖助学生颁发
奖励基金。去年年底协助完成 2019 年度

刘国钧光彩基金对刘国钧文化交流促进中
心的专项资助发放工作。今年以来，海联
会协助常州桑麻教育基金会搜集整理查济
民生平资料，做好第二期唐君远荆川优秀
学子和唐黼园优秀教师奖励基金发放工
作。同时，今年新增 100 万元“唐英年港澳
青年实践活动基金”，完成与上海唐君远教
育基金会签约，该基金将分三年使用，用于
常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动、增进港澳青少
年的国家认同、民族和文化认同，促进港澳
青年关注内地发展。截至目前，常州海外
联谊名人公益基金增至 11 个，本金总额达

2500 万元，自去年 9 月至今，累计发放资助金
额共计人民币 200 余万元。

支持积极作为，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在
去年 11 月召开的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
理事代表大会上，20 余位港澳台海外代表人
士和社团领袖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或理事。积
极发挥政协港澳委员的“双重作用”，支持省
市政协香港委员坚决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
法”，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在关键
节点、重大活动中，行动迅速，发声在前；6 月
30 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海联会积极
搜集政协香港委员、常州旅港同乡社团成员的
反应和反响，鼓励他们多发声，多支持，全力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广泛联谊 发展壮大爱国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常州海外联谊会
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开展港澳台海外社团互
助工作，提升服务乡亲的能力和水平。

做好海外防控物资捐助工作。积极支
持和鼓励海外侨胞捐赠口罩、防护服等抗
疫急需物资。疫情暴发以来，常州海外联
谊会累计收到港澳台社团常州乡亲及海内
外常州乡贤捐款折合人民币260余万元，口
罩10000只，消毒液100箱。海联会积极对
接相关单位和机构，将物资和款项第一时
间捐赠到位。其中，香港常州商会捐赠的

20万元港币及5000只N95防护口罩，直接
用于驰援黄石地区抗击疫情工作，为湖北
抗疫工作贡献力量。

积极回应乡亲同胞诉求。密切与港澳台
同胞、海外侨胞、留学生及国内家属联系，制订

《常州侨爱援助行动方案》，海外连麦提供政
策、防疫咨询和心理咨询等服务，及时解答

海外侨胞、留学生和家属们关心的问题，通
过广泛宣传、暖心关怀，架起携手抗疫、守望
相助的信息桥梁。全球疫情暴发后，围绕港
澳台海外常州籍人士疫情防控需求，常州海
外联谊会统筹协调，第一时间将购买的防疫
物资寄往港澳台海外同乡社团乡亲手中，累
计寄送口罩70000余只，防护服50套。在抗

击疫情的战斗中，为港澳台同胞在内地疫情防
控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答疑解惑，指导纾困，共
收到港澳台社团及个人感谢信8封。

支持侨港资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年初，协
助常州市委统战部制订《关于加强侨港资企业
复工复产服务的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协
调解决口罩、集中隔离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开
工等事宜，全力服务全市侨港资企业复工复
产。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引导港澳资企业
服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相
关工作，切实打好企业疫情防控阻击战。

发挥联谊联络优势 同心抗疫 携手共同应对疫情

常州海外联谊会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形成海外联谊工
作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常州海外联谊工作的重要作用。

加强协调沟通，争取各方支持帮助。积极争取市委、
市政府领导对海外联谊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书记、市长、统
战部常委部长参加海外联谊会的有关活动，会见重要客
人，为海联会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加强与外办、港
澳办等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在对外联络联谊工作
上，听取他们的意见，为开展联谊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
积极联系在常高校，充分利用常州的高校教育资源，协助
开展教育培训、对外交流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强化业务指导，形成工作联动合力。加强对各辖市
区海外联谊工作的联系与指导，积极为各辖市区扩大联
谊创造条件。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专题工作研讨会等
形式，对从事联谊工作的干部进行培训，交流经验、研究
问题、指导工作。目前，各辖市区海外联谊工作进一步活
跃，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互相支持、彼此呼应，从
事海外联谊工作的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海外联谊
工作的组织基础更加牢固。

发挥联谊优势，服务常州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海
内外朋友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宣传常州新时代发展成
就，着重宣传营商环境、产业优势和文化软实力等。不断
深化“创业之桥”“海外侨商常州行”“常州乡贤恳谈会”等
品牌活动，组织侨港澳资企业家深度参与“518”“928”等
全市重大科技经贸活动，不断提升招才、引智、引资的能力
水平，吸引支持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
常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切实发挥涉侨纠纷诉调对接机
制、市华侨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和“为侨法律服务团”
的作用，多元化
解 涉 侨 矛 盾 纠
纷，依法保障归
侨侨眷、华侨华
人的合法权益。

协调各方力量 形成合力
发挥海联工作优势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