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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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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

的：不动产于2021年6月28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双子星座公寓1幢8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90.29㎡）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
的：不动产于2021年6月30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太湖湾度假村2幢410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0㎡）

（2）常州市武进豪廷苑33幢不动
产及室内外设施设备、家具家电（建筑
面积：432.42㎡）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新时代家
俱广场5幢乙单元1203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11.29㎡）

（4）常州市钟楼区置信商务广场
109室不动产及室内资产（建筑面积：
226.15㎡）

3、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不动产于2021年6月28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98-1
号102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3.14㎡）

（2）常州市新北区龙湖雅居77幢
乙单元 2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237.74㎡）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

（1）不动产于2021年6月25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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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股
（2）不动产于2021年6月11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①车辆识别号为LFMBE20DX8
0151719的丰田牌小型汽车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1年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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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92股）

(2)溧阳市时代景城23-1-1102住
宅用房（建筑面积121.5㎡）

(3)溧阳市天目湖镇天悦湾9幢202
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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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0日起，我局对丽华一村大板房周边地块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征
收范围内的房屋开展调查登记，为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现将
所有权人不明确（包括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
法所有人等情形）的被征收房屋进行公告，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与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联系申报举证。联系地
址：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龙游路4号，联系电话：88251757。逾期未申报举证，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常州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常政规〔2020〕2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关于丽华一村大板房周边地块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5月26日

序号

1

房屋坐落

丽华一村18幢504室

权证面积（㎡） 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59.56

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苏0481破12号

本院根据溧阳市四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公司）的申请，于2021
年5月25日裁定受理四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张林芳律师
事务所、金坛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四海公司管理人，指定顾萍为
管理人负责人。四海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于2021年7月10日
前向四海公司管理人（联系人：张镓麒13815058158、钱隆16605199286，
地址：常州市晋陵中路新天地商业广场A座15楼）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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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1年7月21日下午2时在溧阳市人民法院本院B楼
六楼第三十六法庭（溧阳市罗湾路388号）召开。

四海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四海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四海公司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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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溧阳市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在隆重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
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
楷模”称号。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
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
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
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
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
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
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
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
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
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
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
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引进大亚湾核电
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
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
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
批院士。2021年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

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
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

以身许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
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
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

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
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
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志是
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
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
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

“时代楷模”为榜样，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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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个
人成长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
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
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
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彭士禄同志
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国务
院国资委、中国科协、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
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干
部群众、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
发布仪式。

中宣部追授彭士禄“时代楷模”称号

5月20日，彭士禄的女儿彭洁在“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替父亲领取“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 新华社发

“‘阿里笔试’‘腾讯笔试’，保正确率，老
字号，包过进面试。”

眼下正值招聘求职旺季，竞争十分激
烈。因疫情防控需要，招聘企业广泛设置网
络笔试环节。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
上存在不少向应聘者提供各类企业特别是
知名互联网企业网络笔试代助考舞弊服务
的“枪手”，严重影响招聘工作公平公正。

名企线上考试“枪手”活跃网络
费用几百元至几十万元不等

“我自己收到几家公司的测评，找了机构
去笔试助攻”“我就是找笔试助攻的，做了6
家收到4家的面试，正确率还挺高”……在一
些网络平台上，记者发现有不少人在交流花
钱请“枪手”参加知名公司线上笔试的经历。

多名求职者告诉记者，入职网考找“枪
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在百度搜索“笔试助攻”等，搜索结
果达220万个，其中可以轻易找到提供知名
互联网公司、银行、咨询公司等各类企业线
上笔试服务的代考机构的联系方式。

记者在微博上发现一个名为“星座银行
笔试加油”的账号，其认证为“星座命理博
主”，粉丝超过5万，实际上从事的是有偿求
职代考服务。

记者看到，在其提供“助攻服务”的微博
下点赞量高达17.9万次。还有不少人留下

“求助”信息，找其代考。
一家“代考机构”告诉记者，可提供各大

互联网公司“实习内推”“笔试助攻”“全职内
推”等一条龙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代考机构”提供的
代考服务价格在每小时400元至600元不
等，有些费用更高。“我们找的都是名牌高校
学生或者资深从业人员，价格根据考试难度
和时长确定。难度高价格自然高。”有“代考
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还能提供“包找工
作”全套服务，费用高达20万元左右。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
入职考试作弊成风践踏了社会和职场的诚
信理念，加剧了求职市场不正当、不公平竞
争问题。

找监考漏洞堪比“谍战”
有人找代考被坑惨

多家企业招聘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为
保障线上考试安全、公平，会在考试中应用
技术监考手段。但记者调查发现，仍存漏洞
让“代助考”舞弊人员有机可乘。

部分手机能实现分屏，边考边搜题。一
名“代助考”人员告诉记者，当前的考试系统
一旦启动，可强制手机或电脑的屏幕上仅能
显示考试界面一个窗口，无法移动窗口和调
整窗口大小。但有些品牌的手机可以通过
开发者选项设置强制分屏，考试软件也无法
检测出屏幕是否可以分屏或有悬浮窗。

他告诉记者，用此办法就能一边考试一
边搜索答案，还能用社交软件交流。

此外，一位“枪手”告诉记者，现在很多
手机和电脑能够将屏幕内容投射共享给其
他显示设备。微型耳机体积小，携带后可利
用摄像头监控范围盲区隐蔽不被发现。

但也有求职者花钱找代考却反被坑苦。

大学毕业生小舒告诉记者，自己曾在闲
鱼平台上花钱雇请“枪手”参加某知名互联
网公司招聘考试。“满分100的选择题，他当
时应该是随便盲选，最后考出来18分，考完
后他就把我给拉黑了。”

来自四川的小李也曾有类似的遭遇，
“‘枪手’收了我1500元，对我说‘不过全额
返还’。结果考试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还
对我恶语相向，威胁说要去求职公司和学校
举报我作弊，最后我只好忍气吞声。”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裕
斌律师说：“线上考试环境相对宽松，求职者
作弊成功机会大、成本较低，通过入职考试
有可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即使作弊被发现，
作弊者最多是失去该就业机会，不妨碍‘另
谋高就’。”他告诉记者，刑法明确了在高考、
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等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替考属于犯罪，但对
其他类型招聘考试中作弊人员如何处理并
未明确规定。

招聘找“枪手”法律风险大
治理需堵技术、规范漏洞

专家表示，在网络平台购买“枪手”代助
考通过企业招聘考试的行为，将给招聘企
业、求职者、“枪手”、网络平台等各主体造成
巨大风险，可能招致严重的法律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与信息化法治
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精武
表示，发布“代助考”舞弊信息属违法行为，
按照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
承担过滤、防扩散以及保存记录等义务。所

以，网络平台经营者依法负有对此类信息的
事先审查和预防义务，应当通过关键词搜索
和定位技术屏蔽此类信息或受理用户投诉
及时删除清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琦认为，如果用人单位发现所
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是以代考舞弊等行为
通过招聘考试，这属于因欺诈而做出意思
表示的行为，通常而言，用人单位可以在发
现欺诈行为的1年内，依据民法典规定通过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合同、主张损害
赔偿。

他还表示，直接实施代助考舞弊行为人
员如协助组织策划大规模代考行为，获益数
额巨大，则可能涉嫌触犯非法经营罪等罪
名，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专家建议，打击此类招聘舞弊行为要从
技术、制度等多角度形成合力。

“已有一些考试软件系统能实现对作弊
行为的技术识别，并能实现自动报警。”某知
名软件公司技术相关负责人透露，其实部分
招聘企业，特别是知名互联网企业，本身就
有十分强大的产品研发实力和技术团队，只
要企业充分重视，反作弊能力将得到大幅度
提升。

他表示完全可以通过在软件程序内加
入插件和代码等技术手段来堵住当前漏洞。

赵精武建议，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招聘舞
弊行为相关信息的监管处置力度，对持续发
布舞弊信息的网络平台进行处罚，同时协调
行业协会等主体共同出台管理规范，进一步
完善处置此类行为的规范依据。

新华社上海5月26日电

——企业招聘线上笔试“代助考黑产链”追踪

求职者，千万远离这些人！

新华社杭州5月26日电 因在点餐系统中将纸巾设
置为不可取消的“必选商品”，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一家火锅
店接到了来自市场监管部门的2万元罚单。

近日，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辖区内某
火锅店内存在“吃饭必点纸巾，且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的现象。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随即前往该火锅店检查。检查
发现，该店使用的是一款在线扫码点餐系统，顾客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挑选菜品。但商家在小程序中将纸巾设
置成必点项目，售价2元，且顾客无法从点餐界面内取消。

经过调查取证，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店的行为违
反了《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目前，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已要求该店立即整改，并对该店做出罚款2万元的处罚决定。

餐馆纸巾必点不可退？
浙江一商户因此被罚

新华社太原5月26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26日发布公告称，为切实保护信息主体征信合法权益，规
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的操作行为，决定从
即日起暂停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征信系统查询权
限，责成其内部整改，切实落实各项监管要求。

据媒体报道，江苏南通市民房女士在查询个人征信时
发现，其职业信息“工作单位”一栏中竟然出现了侮辱性字
样，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上传不当信息。

事件发生后，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分别于4月8日、
5月25日约谈晋商消费金融公司，并对其征信业务情况开
展了实地核查，要求其深入调查事件原因，严肃追责。

征信报告现侮辱性字眼

涉事公司被暂停征信系统查询权限

新华社南昌5月26日电 “预估到2025年，我国北斗
产业总值将达到1万亿元。”26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十
二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杨军表示，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2020年突破
4000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完整、自主的北斗产业发展链条，
芯片、模块、板块等关键基础产品性价与国际同类产品相
当。北斗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向亿
级用户提供服务。

据悉，目前国产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销量已达到亿
级规模，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社会总保有量超过10亿
台。首款支持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国产智能手机已经发布，
可接收北斗地基增强服务信号，实现米级定位。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以来，交通运输、农
林渔业等多个领域都有了北斗的身影。截至目前，国内超过
70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3.6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约1400
艘公务船舶、约350架通用飞行器已应用北斗系统。在北斗
赋能下，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已超4.5万台，农机作业监管平台
和物联网平台入网设备超40万台，节约用工成本50％。

杨军介绍，北斗系统将从基准统一、全覆盖、高精度、高
安全、高智能、高效益六个维度全面支撑未来智能化发展。
根据2021年上半年系统运行数据，目前北斗系统各项服务
性能指标表现出色，空间信号精度优于0.5米。

本届年会是北斗系统开启全球化、产业化的第一届年
会。年会以“时空数据 赋能未来”为主题，共设置高峰论
坛、学术交流、专题讲座、高端论坛和科学普及五个板块。
作为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成就博
览会也在南昌举行，展出面积18000平方米。

我国北斗产业总值到
2025年将达万亿元

5月26日，观众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成就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台北5月26日电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26日通报增加63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包括302例新增个案和331例“校正回归”个案。
确诊个案中新增11例死亡，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这是台湾地区连续第12天新增本土病例超过
100例。至26日，台湾本岛及外岛所有22个县市
中，已有20个县市出现本土病例。

指挥中心介绍，当日新增的302例本土病例为
158例男性、144例女性，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90多
岁，发病日介于5月8日至5月25日。331例“校正回
归”个案为160例男性、171例女性，年龄介于未满5
岁至90多岁，发病日介于5月13日至5月25日。所
有633例本土个案中，感染源不明者达122例，疫调
中94例。

新增11例死亡个案为9男2女，年龄介于50
多岁至70多岁。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累计609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4918例。确
诊个案中46例死亡。

因应本土疫情持续严峻，指挥中心宣布强化第
三级疫情警戒相关措施及裁罚规定。

疫情最严峻的台北市、新北市医疗资源紧张。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企业工会25日晚在社交媒体发
文表示，疫情严峻，确诊病患持续增加，医疗崩坏在
即。急诊发烧筛检站双人病房塞了6名确诊病患
外加陪病家属，还有许多病人躺在走廊；负压隔离、
专责病房都已经满床，正在快速将一般病房改建为
专责病房，装设未完成，没有单独隔间、没有空调独
立，只有看不到尽头的病人潮……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坦言，目前每个医院量能都
相当紧绷，台北市本周最危险与困难的是面临医疗
量能不足问题。

指挥中心26日对此表示，目前医疗量能确实
非常紧张，但绝对没有崩溃。

26日通报增加633例本土病例

台湾新增死亡病例创新高

5月26日，作为在江苏无锡举行的2021年度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的重要内容，长三角三省一市以“云开
工”方式，共同启动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9个重大项
目建设。 新华社发

载箱量达23000TEU的超大型双燃料集装箱船“达飞·特罗卡德罗”号，5月
26日在上海命名交付给法国达飞海运集团。该船入级法国船级社，总长399.9
米，型宽61.3米，航速22节，载重量近22万吨，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将
于5月29日从中国驶往北欧，投入到达飞亚欧航线FAL1运营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