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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户单位：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五十六条“银
行对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欠开户银行债
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
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
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
理”和第六十二条“银行应对已开立的单位银
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检查开立的银行
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
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应予以撤销”的规定，自即日起，常州市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决定对长期不使用的人民币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进行清理。

收到开户银行通知的单位，请及时携带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
人身份证、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书、开户许可
证、公章、法人章、印鉴章等账户资料到其开
户银行办理销户手续、支取余额（如果是“三
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无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只需要提供“三证合一”之
后的营业执照和前面提到的其他资料即可），

逾期未至开户银行办理者视同自愿销户，所
属开户银行将按照相关规定对账户作销户处
理，届时账号将自动作废。账户撤销后，存款
人能够提供资金所有权合法证明的，银行可
为其办理资金支取，详情请咨询相关银行。

特此公告。
附件：常州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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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常州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常州新北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常州钟楼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金坛兴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溧阳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日业务咨询电话
0519-88155223
0519-88179505
0519-88067791
0519-88166387

0519-86688076(对公）
0519-86624835(对私）

0519-86628719
0519-88176525
0519-88179020
0519-88178972
0519-88139177
0519-86025635
0519-88120950
0519-89858327
0519-89991782
0519-81881192
0519-86929305
0519-85805737
0519-80580806
0519-89995112
0519-88128552
0519-88061611
0519-68186839
0519-81281077
0519-86929901
0519-82000007
0519-85581100
0519-85558866
0519-85580086

0519-86707702-675/644
0519-82807882
0519-87037858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受理时间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00，下午：14:0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3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30
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3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30
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3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00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0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上午：08:30-11:30，下午：14:00-17:30
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3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6:30
上午：08:00-11:00，下午：13:00-16:00
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

常州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日业务咨询电话

关于开展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长期不动户清理的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钟楼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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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动产于2021年 3月 30日 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
1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
开竞价：

(1)丰田牌小型汽车一辆（详情请参见
淘宝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新城首府5幢7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为247.2㎡）

(3)常州市天宁区北直街24幢丁单元

2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86.67㎡）
(4)常州工程塑料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通江中路311号鸿飞大厦1层辅房、4-9层不
动产及相关资产（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不动产于
2021年4月1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拆分拍卖常州市遥观镇剑湖新街
西区11幢丙单元401室、501室，8幢丙单
元301室不动产（详见标的页面）

（2）整体拍卖常州市怀德南路77-50
幢8号房、9号房（建筑面积共计440.92㎡）

（3）江苏常凯玻璃有限公司51%的股权
3、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4月1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动产于2021年3月25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戴埠镇山口村的土地（使用

权面积 2175㎡）及房产（总建筑面积
664.68㎡）

（2）溧阳市昆仑南苑桃源里 8幢 1-
602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08.06㎡）

（3）溧阳市阳光城市北香园22幢1-
503住宅用房（建筑面积86.79㎡）

（4）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黄金水岸花
园16-6幢别墅（建筑面积428.17㎡）

（5）苏D8W08雷克萨斯越野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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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本院根据苏州固丰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受理江苏天腾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常辉律师
事务所与常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江
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1年6月2日前向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典雅
花园商务楼6幢A座三楼，江苏常辉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施义丰；联系电话：13921001819）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天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天腾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江苏
天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
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6月9日下午14时在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区大法庭（地址:常

州市天宁区永宁北路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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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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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三月三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4破1号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3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叙利亚总统巴
沙尔，就巴沙尔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

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

统先生和阿斯玛女士感染新冠病毒，

我和夫人彭丽媛谨向你和阿斯玛女士
表示诚挚的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支持叙利亚

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相信在总统先
生领导下，叙利亚人民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

习近平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1 日上午举
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年度计划、年度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七个决议草案；11 时召
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
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

两会日程预告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催人奋进
的春天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不
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各项议程，3
月 10 日在北京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
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
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同志深入委员小组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与委员们共商国是、共谋发
展。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勤勉尽责，
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表示赞同并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大家一致赞成并坚定支持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在节奏快、任务

重的情况下，全体委员坚持高标准、高要
求、高效率，认真审议文件、深入协商交
流，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充分体
现了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展望“十四五”壮丽征程，时与势在我们
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
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
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
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
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风险挑战，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

大合力。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
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
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
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
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要准确
把握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做
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高水平
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新时代赋予新任务，新征程要有新作
为。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切实担负起把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
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广大政协委员

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不断
提高工作本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
于行，当好人民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
推动者，更好把报国之志、为民之心和履
职之能结合起来，担当新的使命，成就新
的光荣，作出新的贡献。

同心筑梦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
开启崭新征程。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前景光明。伟大目标呼唤团结奋斗，光
荣使命召唤开拓前行。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万众一心、开拓进
取、扎实工作，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人民日报社论：

乘势而上开启崭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9 日
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浙江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全国人
大代表、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新
闻中心首席主播席文现场＠最高人
民检察院，就如何弥合老年人面对
的“数字鸿沟”提出建议。

“我们杭州有个景区，去年 5 月
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游客必须提前
线上预约，给一些老年人带来不
便。后来，杭州市检察机关通过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的方式，督促景区
完善购票方式，维护游客权益。”

说到这里，他专门＠正在“云旁
听”的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建议最
高检研究相关检察公益诉讼经验，
探索维护老年人的权益。”

这番话，引发在场的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吕
世明的共鸣。近年来，他一直在关
注和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问题，今
年也提交了相关建议和议案。

“席文代表讲的例子很鲜活。

你关心的事情，我在政府工作报告
里也看到了相关表述。无障碍环境
建设，无论是设施无障碍，还是信息
无障碍，都能让我们更多地拥抱太
阳、无忧无虑⋯⋯”吕世明谈起这一
问题，更有切身体会。

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回应说，数
字时代的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不容
忽视。移动支付、“码”上生活、智能
家居等数字场景，年轻人可以自然
融入，老年人却可能障碍重重。

“保障不同群体生活的无障碍，
是社会各界都应关注的重要民生问
题。”贾宇说，“检察机关在通过公益
诉讼推进市政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同
时，已经开始探索老年人数字生活
无障碍领域的公益诉讼。相信在共
同努力下，人们生活中的障碍不便
会越来越少，满意度会不断提升。”

“在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要注重
数字包容。”正如席文代表所说，“数字
是冰冷的，但数字化应该是温暖的。”

人大代表＠最高检：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怎么跨？

据新华社上海3月10日电 国家统计
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

“2月份CPI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春节
错月和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的影响。”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
任郭丽岩分析，在2月份0.2％的同比降幅
中，新涨价影响约为1.6个百分点，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8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是拉低
CPI的重要因素。2月份，食品价格由上
月 的 同 比 上 涨 1.6％ 转 为 同 比 下 降
0.2％。食品中，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
响，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4.9％。非食品
价格同比下降 0.2％，影响 CPI 同比下降

约0.15个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

看，2月份，CPI比1月份上涨0.6％。
“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同比由负转平，反
映出居民消费稳中向好，宏观经济保持
较强韧性。”郭丽岩分析。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学智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
弱，需求改善将带动新涨价因素上升，预
计CPI将维持温和上涨。

郭丽岩认为，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
行态势具有坚实基础。后期，CPI 有望
重新回到温和增长区间，年内呈现“前低
后稳”态势，全年小幅上涨。

2月份CPI同比下降0.2％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最大在野党前
党首、前国务总理黄教安 10 日宣布，将
采取行动，对抗政府施政措施。韩联社
解读，黄教安自去年未来统合党在国会
选举中惨败后淡出公众视野，如今实际
上宣告重返政坛。

“我将第一个反抗，无论（力量）多么
微薄，”黄教安在社交媒体写道，“我将鼓
起勇气，再次走到国民中间。”

韩联社报道，按照黄教安的说法，他

承诺采取行动缘于不断发酵的公职人员
土地投机丑闻。

“现在，我独自出发，希望我的真诚
能引起国民共鸣。”黄教安说。

黄教安领导的未来统合党去年 4月
在国会选举中惨败。未来统合党现已更
名为国民力量党。

黄教安2015年至2017年出任总理，
时任总统是朴槿惠。他在 2016 年底至
2017年初朴槿惠遭弹劾期间出任代总统。

韩国前总理黄教安欲重出政坛
3月9日，在河北省曲周县一家创意农业园区，游客在体验蔬菜采摘。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依托当地农业、旅游资源，积极推动生态观光

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集旅游观光、教育科普和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
旅融合”生态农业综合体，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新华社发

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委员 10 日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三场

“委员通道”上说，2021年宏观金融
政策将会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过去一年里，金融监管部门积
极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相关优惠政
策在到期之后是否还会延续？市场
十分关注。

陈雨露说，广大小微企业普遍
关心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将会
延续；工、农、中、建这些大型商业银
行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将会增长
30％以上；在防控好金融风险的基
础上，小微企业无抵押信用贷款的
占比也将会继续上升。

陈雨露还表示，科创小微企业、
绿色小微企业、乡村振兴战略当中

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有望得到
特殊的融资支持。与此同时，我国
的数字普惠金融事业将会继续快速
发展，给中小微企业插上金融科技
的翅膀。

据介绍，2020 年人民银行等金
融管理部门累计设立了 1.8 万亿元
的低息专项再贷款和再贴现资金，
对 7.3 万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实行
了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发放了 4 万
亿元的小微企业无抵押信用贷款，
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发
放了 2.3 万亿元的应收账款质押贷
款。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一共为
3200 多万户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及时给予了融资支持，融资的利
率和费用率也实现了显著下降。”陈
雨露说。

央行副行长：

2021年宏观金融政策保持
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9日
否认有关欧洲联盟就新冠疫苗搞“民族
主义”的说法，说欧盟没有像英国和美
国一样，“彻底禁止”新冠疫苗出口。这
一言论引发英方不满，英国当天召见一

名欧盟驻英国代表，并致信米歇尔。
米歇尔 9 日在一篇博客帖文中就

欧盟受争议的新冠疫苗出口机制予以
回应。“针对欧盟的‘疫苗民族主义’指
责令我震惊，”他写道，“英国和美国已
经彻底禁止出口境内生产的疫苗或疫
苗成分。但欧盟⋯⋯只是建立了一个
制度，控制欧盟生产的新冠疫苗出口。”

针对米歇尔 9 日言论，英方予以
反驳。英国外交部说，外交大臣多米
尼克·拉布已经致信米歇尔，要求“澄
清事实”，英方还召见了一名欧盟驻英
国代表。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与欧盟就疫苗出口再打嘴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