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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姜颖遗失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C证，编号：苏建安CZ(2019)
0088642，江苏省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天宁区青龙书香艺术培训中心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编号：3204020002017041
80076、320402000201704180088，声明
作废。
△常州市同济中学遗失320402000201

809190039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
作废。
△张秋慧遗失H320261998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龙创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部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韦米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建设项目名称：年
产100万套通信设备制造等项目，证号：建
字第320400201140016，声明作废。
△章明亚遗失天隽峰小区地下车位发票一
份,车位号码1A019，购买日期2010年12
月 4 日，发票号码：01248806，金额：
102000，面积：33.02，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20年8月6日9时许，我局在钟楼区

邹区镇泰村村委欧家72号旁新孟河中间发
现一具无名男尸浮在水面。死者系中青年男
性，年龄40-60岁，身高168cm左右（鞋码大
小约为40码），短发，死者上身赤裸，下身着
蓝色短裤、蓝色牛仔七分裤、蓝色袜子和白边
黑色运动鞋，推断死亡时间五天左右。

如有以上失踪人员的线索，请速与我局
联系。

联系人：李警官13776823596
王警官13775282185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卜弋派出所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1-4

03月20日06:00-19:00停电：35kV园
利线；

03月21日07:00-03月22日21:00停
电：110kV魏化线；

03月21日07:30-19:00停电：35kV协
鑫线；

03月22日07:30-18:30停电：35kV天
禄线；

08:00-18:30停电：35kV宝轧线；
07:30-13:00停电：10kV汉江线庆阳路

西A165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泰铝业幕墙
工程、成丰镜面辊、追光医疗技术等薛家等相
关地段）；

03月23日07:30-12:30停电：10kV齐
梁线富强路#2环网柜：齐梁线出线1120开关
至孟河金府路2号环网柜：齐梁线1110开关
至金土地B1109开关（停电范围：齐梁金府部
分、小河天乐酒店、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等

孟河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奔镇线宏峰楼

B127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王凤、武进联创房
地产开发、圆方生活用品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3月24日06:30-20:00停电：10kV罗
溪线全线（停电范围：光亚房产开发、武晋化工
机械、常航干燥设备等罗溪、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中投线全线（停电范围：永丰新材
料科技、燕进联运、贝德莱特太阳能科技等罗
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3月19日08:00-12:30停电：10kV柳

墅线白莲浜支线1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8:30-11:30停电：10kV丽中线蒋家庄

东村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汤新线4号杆

支线侧；
03月22日08:30-15:30停电：10kV旺

田线门东支线1号杆任葛西庄支线侧；
03月25日08:00-14:00停电：10kV先

行线35号杆凌家村支线侧。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
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
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
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销户公示
由浙江天勤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常州环普新建标准

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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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至2021年
4月18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5127170。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2021年1月7日7时许，在武进区学府东苑161

幢北门商铺东-1商铺二楼巨宇市政门口捡拾一名
女性弃婴，约一月大，用毛巾包裹，放竹篮内，随身携
带毛巾，奶粉等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常州市武进区社会救助和捐助中心联系，联系电

话86311511，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常州市武进区民政局
2021年3月17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江苏宏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冷弯型钢2万吨项目宏伟机械接建项目
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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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日正升汽车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新建汽车模具项目生产车间、辅助车
间、门卫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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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
（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
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中德金坛智能制造产业园2#、5#车

间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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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公 告

由常州市湖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湖港名居

二期项目，湖港名居18#地下

车库（遥观镇湖港名居18幢

101号）其中73个车位未售，

建筑面积3196.77平方米，我

司决定将73个未售车位转为

非营业性公建配套，其所有权

和处分权无偿移交给全体业

主所有。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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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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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21年4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卡地亚牌手表一块（货号：W6700355、
编号：2987719107RX）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1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雷克萨斯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
宝页面）

(2)宾利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3)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详情请参见
淘宝页面）

(4)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5)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新茂苑23幢第4层
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22.01㎡）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1号、2514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均为50.94㎡）
（2）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0号不动产（建筑面积：50.25㎡）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3号不动产（建筑面积：70.32㎡）
（4）一批机器设备（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丁堰街道大明蓝山湖苑10幢乙单
元1001室（建筑面积103.61㎡）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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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11-701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05.16㎡）

（2）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村187-504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31.51㎡）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1480弄
43号403室（建筑面积126.92㎡）

（2）连云港市开发区新东方大道109号绿
地观湖一号10号楼102室（建筑面积181.11㎡）

7、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6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雪佛兰牌SGM7188ATA小型轿车

1辆
（2）无锡市白金檀宫花园15不动产（建筑

面积456.84㎡）
（3）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2不动产（建筑

面积386.13㎡）
（4）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5不动产（建筑

面积444.48㎡）
（5）常州市豪郡花园53幢乙单元4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08.01㎡）
（6）常州市鹤苑新都3幢甲单元302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19.13㎡）
（7）常州市润泽东方尚院2幢甲单元40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51.27㎡）
（8）常州市怡康花园25幢1506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50.86㎡）
（9）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3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27.05㎡）
（10）整体拍卖溧阳市溧城镇大林路1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3333㎡）及地上
房屋1幢（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2幢”，建筑面
积5907.69㎡）、附属设施、广告牌及广告泊位使
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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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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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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日正升汽车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新建汽车模具项目生产车间、辅助车
间、门卫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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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
（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
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中德金坛智能制造产业园2#、5#车

间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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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公 告

由常州市湖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湖港名居

二期项目，湖港名居18#地下

车库（遥观镇湖港名居18幢

101号）其中73个车位未售，

建筑面积3196.77平方米，我

司决定将73个未售车位转为

非营业性公建配套，其所有权

和处分权无偿移交给全体业

主所有。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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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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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21年4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卡地亚牌手表一块（货号：W6700355、
编号：2987719107RX）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1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雷克萨斯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
宝页面）

(2)宾利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3)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详情请参见
淘宝页面）

(4)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5)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新茂苑23幢第4层
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22.01㎡）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1号、2514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均为50.94㎡）
（2）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0号不动产（建筑面积：50.25㎡）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3号不动产（建筑面积：70.32㎡）
（4）一批机器设备（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丁堰街道大明蓝山湖苑10幢乙单
元1001室（建筑面积103.61㎡）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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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11-701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05.16㎡）

（2）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村187-504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31.51㎡）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1480弄
43号403室（建筑面积126.92㎡）

（2）连云港市开发区新东方大道109号绿
地观湖一号10号楼102室（建筑面积181.11㎡）

7、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6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雪佛兰牌SGM7188ATA小型轿车

1辆
（2）无锡市白金檀宫花园15不动产（建筑

面积456.84㎡）
（3）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2不动产（建筑

面积386.13㎡）
（4）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5不动产（建筑

面积444.48㎡）
（5）常州市豪郡花园53幢乙单元4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08.01㎡）
（6）常州市鹤苑新都3幢甲单元302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19.13㎡）
（7）常州市润泽东方尚院2幢甲单元40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51.27㎡）
（8）常州市怡康花园25幢1506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50.86㎡）
（9）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3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27.05㎡）
（10）整体拍卖溧阳市溧城镇大林路1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3333㎡）及地上
房屋1幢（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2幢”，建筑面
积5907.69㎡）、附属设施、广告牌及广告泊位使
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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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姜颖遗失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C证，编号：苏建安CZ(2019)
0088642，江苏省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天宁区青龙书香艺术培训中心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编号：3204020002017041
80076、320402000201704180088，声明
作废。
△常州市同济中学遗失320402000201

809190039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
作废。
△张秋慧遗失H320261998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龙创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部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韦米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建设项目名称：年
产100万套通信设备制造等项目，证号：建
字第320400201140016，声明作废。
△章明亚遗失天隽峰小区地下车位发票一
份,车位号码1A019，购买日期2010年12
月 4 日，发票号码：01248806，金额：
102000，面积：33.02，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20年8月6日9时许，我局在钟楼区

邹区镇泰村村委欧家72号旁新孟河中间发
现一具无名男尸浮在水面。死者系中青年男
性，年龄40-60岁，身高168cm左右（鞋码大
小约为40码），短发，死者上身赤裸，下身着
蓝色短裤、蓝色牛仔七分裤、蓝色袜子和白边
黑色运动鞋，推断死亡时间五天左右。

如有以上失踪人员的线索，请速与我局
联系。

联系人：李警官13776823596
王警官13775282185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卜弋派出所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1-4

03月20日06:00-19:00停电：35kV园
利线；

03月21日07:00-03月22日21:00停
电：110kV魏化线；

03月21日07:30-19:00停电：35kV协
鑫线；

03月22日07:30-18:30停电：35kV天
禄线；

08:00-18:30停电：35kV宝轧线；
07:30-13:00停电：10kV汉江线庆阳路

西A165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泰铝业幕墙
工程、成丰镜面辊、追光医疗技术等薛家等相
关地段）；

03月23日07:30-12:30停电：10kV齐
梁线富强路#2环网柜：齐梁线出线1120开关
至孟河金府路2号环网柜：齐梁线1110开关
至金土地B1109开关（停电范围：齐梁金府部
分、小河天乐酒店、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等

孟河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奔镇线宏峰楼

B127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王凤、武进联创房
地产开发、圆方生活用品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3月24日06:30-20:00停电：10kV罗
溪线全线（停电范围：光亚房产开发、武晋化工
机械、常航干燥设备等罗溪、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中投线全线（停电范围：永丰新材
料科技、燕进联运、贝德莱特太阳能科技等罗
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3月19日08:00-12:30停电：10kV柳

墅线白莲浜支线1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8:30-11:30停电：10kV丽中线蒋家庄

东村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汤新线4号杆

支线侧；
03月22日08:30-15:30停电：10kV旺

田线门东支线1号杆任葛西庄支线侧；
03月25日08:00-14:00停电：10kV先

行线35号杆凌家村支线侧。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
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
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
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销户公示
由浙江天勤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常州环普新建标准

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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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至2021年
4月18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5127170。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2021年1月7日7时许，在武进区学府东苑161

幢北门商铺东-1商铺二楼巨宇市政门口捡拾一名
女性弃婴，约一月大，用毛巾包裹，放竹篮内，随身携
带毛巾，奶粉等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常州市武进区社会救助和捐助中心联系，联系电

话86311511，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常州市武进区民政局
2021年3月17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江苏宏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冷弯型钢2万吨项目宏伟机械接建项目
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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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日正升汽车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新建汽车模具项目生产车间、辅助车
间、门卫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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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
（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
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鸿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中德金坛智能制造产业园2#、5#车

间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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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18日至4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

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公 告

由常州市湖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湖港名居

二期项目，湖港名居18#地下

车库（遥观镇湖港名居18幢

101号）其中73个车位未售，

建筑面积3196.77平方米，我

司决定将73个未售车位转为

非营业性公建配套，其所有权

和处分权无偿移交给全体业

主所有。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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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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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产于

2021年4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卡地亚牌手表一块（货号：W6700355、
编号：2987719107RX）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1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雷克萨斯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
宝页面）

(2)宾利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3)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详情请参见
淘宝页面）

(4)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5)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新茂苑23幢第4层
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22.01㎡）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1号、2514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均为50.94㎡）
（2）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0号不动产（建筑面积：50.25㎡）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23幢

2513号不动产（建筑面积：70.32㎡）
（4）一批机器设备（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丁堰街道大明蓝山湖苑10幢乙单
元1001室（建筑面积103.61㎡）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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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11-701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05.16㎡）

（2）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村187-504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31.51㎡）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4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1480弄
43号403室（建筑面积126.92㎡）

（2）连云港市开发区新东方大道109号绿
地观湖一号10号楼102室（建筑面积181.11㎡）

7、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6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雪佛兰牌SGM7188ATA小型轿车

1辆
（2）无锡市白金檀宫花园15不动产（建筑

面积456.84㎡）
（3）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2不动产（建筑

面积386.13㎡）
（4）常州市乾盛兰庭11-105不动产（建筑

面积444.48㎡）
（5）常州市豪郡花园53幢乙单元4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08.01㎡）
（6）常州市鹤苑新都3幢甲单元302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19.13㎡）
（7）常州市润泽东方尚院2幢甲单元40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51.27㎡）
（8）常州市怡康花园25幢1506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50.86㎡）
（9）常州市阳光花园公寓10号楼301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127.05㎡）
（10）整体拍卖溧阳市溧城镇大林路1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3333㎡）及地上
房屋1幢（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2幢”，建筑面
积5907.69㎡）、附属设施、广告牌及广告泊位使
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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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3月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

“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 100 周年
暨庆祝独立 50 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
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哈米
德总统、哈西娜总理以及孟加拉国政
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
祝愿。

习近平强调，50 年前，穆吉布·拉
赫曼先生亲手创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

国。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两次访问中国，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
结下友谊。我们要铭记老一辈领导人
为中孟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将中孟
友好的接力棒传递好。

习近平指出，孟加拉国独立 50
年来，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取得瞩目
成就。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深感高
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自

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古老的丝绸之
路见证了两国的千年友谊。建交 46
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携手前行。当前，中孟都
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金色孟加
拉”梦想相互契合，中孟务实合作为
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国共克时
艰，相互帮助，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

孟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孟加
拉国 97％税目商品输华零关税待遇
正式生效。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孟关
系发展，愿同孟方一道，加强两国发展
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将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
度。祝愿孟加拉国繁荣昌盛，人民幸
福安康！祝愿中孟两国友谊世代相
传、万古长青！

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
100 周年暨庆祝独立 50 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3 月
16 日电 综合美国媒体报
道，16 日在美国南部佐治
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区两
家水疗中心和城郊一家按
摩院发生 3 起枪击案，造
成8人死亡、两人受伤。

亚特兰大警方说，当
天傍晚在亚特兰大市东北
部一个有多家水疗中心的
街区，警方接到抢劫报警，
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家水疗
中心有 3 人中枪身亡。街
对面一家水疗中心也发生
枪击，导致一人死亡。死者均为女性，
看上去是亚裔。警方随后封锁这一街
区，正在搜寻嫌疑人。

当天早些时候，亚特兰大市切罗基
县一家按摩院也发生枪击案。当地媒

体最新报道说，这起枪击案已造成4人
死亡，另有两人受伤，21 岁的嫌疑人罗
伯特·亚伦·朗当晚已被警方逮捕。

警方目前尚不确定 3 起枪击案是
否相关。

美国亚特兰大地区
发生3起枪击案致8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
17 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
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规范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款，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
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近
期，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大学校园为目
标，通过和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诱
导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生的互联
网消费贷款，引诱大学生过度超前消
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
阱，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
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验，不得将大学
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
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
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风险管理，严格落
实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规范催收行
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完
整、准确报送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

通知明确，对于已发放的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要制订整
改计划，已放贷款原则上不进行展期，
逐步消化存量业务，严禁违规新增业
务。

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银保监会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通知贯彻
落实工作，积极开展违规业务的排查整
改，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
学生的现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发布通知的部门包括银保监会办
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
厅、公安部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禁止小贷公司
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民政部获悉，民
政部日前会同网信、电信主管部门，依法关停 2021 年第一
批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清除了有关关联网页信息。

这 10 家非法社会组织为：中国安全防范技术工程行业
协会、中国文艺名人协会、亚洲文化艺术奖组委会、中国国际
和平文化发展协会、世界和平文化传播奖评委会、中国文艺
飞龙奖评委会、建党伟业文艺奖组委会、中国传统艺术协会、
中国传统艺术交流协会、中国艺术家协会河北省秘书处。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线下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工作成果，铲除非法社会组织网络活动根基，形成线下线
上治理闭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民政部前期已会同相关部
门，依据有关规定分三批对 55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开
办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予以关停，此次的关停操作为
2021年第一批。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坚持
“零容忍”，下一步将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加强网络监测
与排查，线下线上同步查处，坚决清理非法社会组织生存空
间。对于性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组织发起人，还将
提请相关部门依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者）黑名单。

同时，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民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
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www.chinanpo.gov.cn）或“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信
公众号提供的全国社会组织查询功能，对社会组织身份进
行核验，避免上当受骗。

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 17 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
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
高235元和230元。

这是2020年11月19日以来连续
第九次上调。此次调价折合每升上调
不到 2 角。按 50 升的油箱容量计算，
加满一箱油多花约9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

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
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
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
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
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
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国家发展改革
委价格监测中心预测，主要石油生产
国维持减产政策不变，对国际油价产
生托底作用，但当前扰动国际原油市
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预计短期内国
际油价仍将呈震荡运行态势。

汽油、柴油价格“九连涨”

3 月 16 日，奥地利、保加利亚
等欧盟六国总理敦促欧盟建立
新冠疫苗分配“修正机制”，以弥
补各成员国在疫苗接种覆盖率
上的不平衡。当天上午，奥地利总理库尔茨

（右二）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三国总
理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克罗地亚和拉脱维亚两
国总理通过视频参加。 新华社／法新

六国总理敦促欧盟建立
新冠疫苗分配“修正机制”

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内
和周边地区16日接连发生三起针对按
摩店的枪击事件，致死 8 人，其中 6 名
死者是亚裔女性。

暂不清楚嫌疑人是否有意针对亚
裔。但梳理媒体报道不难发现，一年
来，亚裔频繁成为美国种族仇恨犯罪的
受害者。两家非营利机构本月发布数
据显示，在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呈上升趋势。

亚裔屡成目标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今年以来，针

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愈发频繁——
1 月 28 日，一名 84 岁亚裔老人在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被一名19岁男
子推倒，两天后死亡；1 月 31 日，一名
91 岁亚裔老人在加州奥克兰市被一名
男子推倒，老人面部抢地；2 月 16 日，
一名52岁亚裔女子在纽约市被一人击
打头部后倒地，事后头部缝合 10 针；2
月 25 日，一名 36 岁亚裔男子在纽约市
被一名男子持刀刺伤。

去年，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便已频
繁见诸美国媒体报道——

2月，加州洛杉矶市一名16岁亚裔
男孩在学校被诬称为“病毒携带者”并
遭殴打；同月，一名68岁亚裔老人在旧
金山市遭人言语攻击并殴打；3 月 14
日，一名19岁男子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
市一家超市内持刀伤害一名中年亚裔
男子及其 2 岁和 6 岁的孩子；4 月 5 日，
一名亚裔女性在纽约市自家门口倒垃

圾时遭种族主义分子泼洒不明化学液
体，上半身、面部和手部严重烧伤⋯⋯

仇恨犯罪增加
3月，美国两家机构先后发布数据，

揭示仇恨亚裔犯罪在美国呈上升趋势。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

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纽
约、洛杉矶等16座美国主要城市，去年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几乎是2019年的
三倍，尽管同期美国总体仇恨犯罪数量
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纽约市 2019 年发生 3
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去年增至
27 起；洛杉矶市 2019 年 7 起，去年 15
起；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去年3起，此前6
年从未发生这类事件。

亚特兰大发生按摩店枪击事件同
一天，“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
布报告说，去年 3 月 19 日至今年 2 月
28 日，这一反歧视组织共收到 3795 起
歧视、仇恨亚裔行为的举报，其中今年
至少503起。

这些种族歧视行为中，言语攻击最
多，占68.1％；肢体攻击占11.1％。

据报告，女性受攻击次数是男性
2.3 倍；针对 17 岁及以下青少年歧视占
12.6％ ，针 对 60 岁 以 上 老 人 歧 视 占
6.2％；发生种族歧视最多场所是商业
设施，占35.4％，其次是街道和公园等；
华裔是遭攻击最多族裔，占 42.2％，韩
裔和越裔分列第二、第三位。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一年来仇恨亚裔犯罪频发

警察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的水疗中心调查。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