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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溧阳市溧城阿东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3204810093156，正
本编号：320481000201712190005，声明作废

� 常州市光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孙静)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租赁权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金坛区咏湖路东侧、云龙山路北侧
部分地块租赁权；2、金坛区尧塘街道幸福路105、107、109、
111#房屋租赁权；3、金坛区西环一路160#二楼房屋租赁权；
4、金坛区河西庙巷内简易房租赁权；5-7、金坛区丹阳门
中路5-102#，5-202#，9-102#房屋租赁权；8-9、金坛区冯
家大门9#，11#房屋租赁权；（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1号-2号标的：2022年1月21日
上午9:30；2号-8号标的：2022年1月21日上午10:30；在
金坛区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与标的展示。

三、注意事项：竞买人须于2022年1月20日下午4点
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拍登记手续和提交有
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王）
2022年1月14日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租赁权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金坛区金沙广场（花街北侧、司马坊
西侧）管理用房租赁权；2、金坛区左邻右里文化中心2楼
204室房屋租赁权；3-4、金坛区胡姬花园21#宏远路167#，
169#房屋租赁权；5-7、金坛区金江南苑南二环东路1368#，
1376#，1380#房屋租赁权；8、金坛区玉山花园二楼社区用房
租赁权。9、金坛区北溪城路74、76、78#房屋租赁权。

（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1号-8号标的：2022年1月21日

下午2:30；9号标的：2022年1月21日下午3:30；在金坛区
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与标的展示。
三、注意事项：竞买人须于2022年1月20日下午4点

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拍登记手续和提交有效
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王）
2022年1月14日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苏0402破1号之二
因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常州大洋线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请终结该公司
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
12月28日裁定终结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О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盐城苏源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溧阳销售分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4811702506，
声明作废

工资专户销户公示
由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武进区西太湖环湖北路北侧、竹月路
西侧地块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
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
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月
14日至 2022年 2月 13日),如有异议，
请向常州市武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2787

特此公告。
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0519-86685553
0519-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
综合信息

■舒翼 沈于蓝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中级
法院速裁庭对一起交通事故案
件进行了二审当庭宣判。与以
往不同的是，主审法官旁边的两
把椅子上都没有人。这是因为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今年 1
月1日正式施行后，市中院首次
在二审案件中适用法官“独任审
理”规定，而在以往，无论案件大
小，法院都必须组成合议庭审
理。

这起交通事故案件经过如
下：2020年8月，陶某驾驶大型
客车右转时，恰遇行人潘某从人
行横道过马路。客车的左前轮
碾压到潘某的右脚，致使其摔倒
后受伤。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
定陶某负全部责任，潘某无责
任。

事故发生后，潘某被送往医
院住院治疗。后经鉴定，潘某为
十级伤残，为了治疗还产生了近
20 万元的医疗费。随后，潘某
将陶某所在的客运公司及客车
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
庭。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判
决不服，上诉至市中院。

市中院仔细研判案情后，发
现由于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并
且案件的事实非常清楚，双方对
于事实本身的争议并不大，不需
要双方再花很多时间去互相质
证和辩论，因此经过双方当事人

同意后，市中院决定对此案实行
“独任审理”，就是由一名法官独
自审理该案。

当天下午，经过约半个小时
的庭审，双方当事人充分发表了
各自的意见，速裁庭法官根据已
经查明的事实，当庭作出了判
决，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保险公
司的上诉。自该案立案到判决，
用时不到10天。

据主审法官介绍，在《民事
诉讼法》修订前，根据原《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二审案件开庭必
须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使得上
诉类案件从立案到开庭再到判
决的诉讼周期相对较长。如果
案情曲折，需要花费时间重新梳
理，或是出现了新的证据，是有
必要组成合议庭审理的；但从实
际办案经历来看，有些案件其实
就与本案一样，都是案情清晰且
没有提交新证据，还要组成合议
庭就是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加重
了诉讼当事人的诉累。

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
后，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二审
案件都可以采用“独任审理”，
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法院资源，
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减免了当
事人的诉累，更可以让被侵权
人能够及时拿到赔偿款。

据了解，下一步市中院将及
时总结经验，进一步细化“独任
审理”的实施方案，从而让更多
的当事人享受到民诉法修改的
红利。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1月1日正式实施后

常州中院法官“独任审理”第一案宣判

■芮伟芬

本报讯 吴某庆生酒喝到
半夜，想着交警都该下班了，
便壮着胆子开车，结果被逮个
正着，一次性记满 12 分。因
为他的驾照还在实习期，其驾
驶证被依法注销。

1月13日零时许，吴某驾
驶苏DB***7小型轿车沿天宁
区丽华北路由北向南行驶，驶
至阳湖大桥北侧城巷村村口
时被交警拦下。车窗一打开，
民警就闻到了吴某身上的酒
味，立即对他进行呼气酒精测
试 ，结 果 为 61 毫 克/100 毫
升。吴某承认自己喝了酒。
他说，1 月 12 日是他的生日，

当晚几个朋友给他庆生，一开
心就喝了不少酒。散席时已
半夜，他想着这么晚了，交警
肯定都休息了，于是抱着侥幸
心理开车回家。

民警依法对吴某作出罚
款 1000 元、记 12 分的处罚。
这一罚，吴某彻底呆住了。原
来，他取得驾照才5个月，还在
实习期；而实习期间被记满12
分，将被注销实习车型的驾驶
资格，想要再次握上方向盘，
必须重新学习申领。

眼看驾照被收去，吴某又
急又懊悔。“祝你生日快乐，但
酒驾真的不能有啊。”民警对
吴某作出处罚后，给他送上生
日祝福，鼓励他好好考试，千
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实习生”酒驾丢了驾照

■李文霞 汪磊

本报讯 许多大型商超都
开通了自助结账系统，然而，
在予以顾客方便的同时，也有
一些人动起了歪心思。近日，
高新区分局龙虎塘派出所就
处理了一起超市盗窃案件。

1 月 7 日，龙虎塘派出所
接到辖区一超市员工报警，称
店内抓到了一名偷东西的女
子，且该女子有屡次偷盗的嫌
疑。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 展 开 调 查 。 经 了 解 ，自
2021年11月起，报警人所在
超市就多次发现商品被偷，查
看公共区域视频后发现系同
一女子所为。该女子每次购
物过程中，都会将选中的部分
商品直接放入包中，然而在结
账时却没有将这部分商品扫

码付款。
案发当天，报警人在视频

巡查时发现，那名行窃女子又
一次出现并且“故技重施”，于
是便将她拦下并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民警在查看视频
后依法将嫌疑人许某传唤至
派出所接受调查。据嫌疑人
许某交代，其发现该超市的自
助收银台附近营业员相对较
少，人工监管存在漏洞，于是
便心生贪念，想着通过“夹带
漏付”能省一点是一点。

在短短2个月内，许某便
盯着这家超市连续“光顾”了7
次，盗窃各类商品20余件，累
计金额5000余元。自以为做
得天衣无缝的许某万万没想
到，她的盗窃行为早已被摄像
头记录了下来。

目前，嫌疑人许某已被警
方依法取保候审。

女子7次盗窃超市终被抓

■胡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下午，记
者来到常州地铁1号线清凉
寺地铁站，发现一些市民不
注意戴口罩防疫，个别乘客
一出闸机就拉下了口罩。

昨天下午 4 点钟，在清
凉寺地铁站，记者注意到，
一些并不乘坐地铁的市民
会经过地铁站的地下通道
去往马路另一边，也有的市
民只是进地铁站内的便利
店买个东西就走。短短几

分钟时间，有三个不坐地铁
的市民进便利店买东西，他
们都没有戴口罩。

由于还没到下班时间，
清凉寺地铁站的客流很少。
不一会儿，一辆地铁列车进
站了，乘客们陆续从站内出
来往外走，一个男性乘客在
出站的时候口罩戴得好好
的，但是在走过闸机去便利
店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口
罩拉下来了。还有一位男乘
客进站的时候没有戴口罩，
直到走到安检通道口，才开
始在衣服口袋里翻找口罩。

记者探访地铁站时发现——

一出闸机，有人就把口罩拉下了了

链接

《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独任审
理”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第二款：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
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
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
第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
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级人民
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
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
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
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下
列民事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
任审理，（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案件；（二）涉及群体性纠
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三）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
响较大的案件；（四）属于新类型或
者疑难复杂的案件；（五）法律规定
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六）
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
案件。

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
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
任审理的，应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
理。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
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
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
的，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异议不成
立的，裁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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