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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3，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
行下列公开拍卖活动：2018 年 1 月
25日10时至2018年1月26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
竞价会；2018 年 2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8年2月14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
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昆山市开发区
新城天地花园 14幢 1806室住宅房
产：建筑面积为 141.52m2，混合结
构，住宅用房，三室两厅一厨两卫，

室内毛坯，所在楼层及总层数：18/
26，建成于 2015年，拆迁回迁房，产
权证未办理。一拍起拍价：199 万
元，保证金：39 万元；二拍起拍价：
179 万元，保证金：35 万元，增价幅
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 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
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
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
名：句容市人民法院）查阅。电话：
0511-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3，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
公开拍卖活动：2018 年 1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月 26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
2018年 2月 13日 10时至 2018年 2月
1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
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
进行下一轮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后白镇工
业园区江苏快乐客车有限公司所属
工业房地产：有证房产二幢，总建筑
面积 10090.24m2，钢混/混合结构，工
业厂房/办公用房，办公用房普通装
修，所在楼层及总层数：1/1、1-4/4，
房屋所有权证号：句房权证后白镇字

第 119616040号；无证房产建筑面积
5114m2。土地使用权证：句土国用
（2006）第 05484号、06122号，证载面
积：34467 m2，国有出让，工矿仓储用
地；无证土地 5202.6m2。一拍起拍
价：2300 万元，保证金：460 万元；二
拍起拍价：1840万元，保证金：368万
元，增价幅度：9万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户名：
句 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
0511-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上（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3，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
进行下列公开拍卖活动：2018年 1
月25日10时至2018年1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
卖竞价会；2018 年 2 月 13 日 10 时
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延时
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
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
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华阳镇
东昌南路润景美邻苑 4幢 302室住
宅房产：建筑面积为 114.01m2，混
合结构，住宅用房，简单装修，所在

楼层及总层数：3/4，建成于 2011
年，房屋所有权证号：012444075
号。一拍起拍价：75万元，保证金：
15万元；二拍起拍价：60万元，保证
金：12万元，增价幅度：3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
的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
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
市人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
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
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查阅。电
话 ：0511- 87996201，17705292131
（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
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贫
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意见》指出，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
攻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
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实
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为目标，确
保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精准、
帮扶扎实、成效明显、群众满意。

《意见》明确了基本原则：
坚持因村选派、分类施策。

根据贫困村实际需求精准选派
驻村工作队，做到务实管用。坚
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把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成效作为衡量驻村
工作队绩效的基本依据；

坚持县级统筹、全面覆盖。
县级党委和政府统筹整合各方
面驻村工作力量，根据派出单位
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
科学组建驻村工作队，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驻村工
作队队长原则上由驻村第一书
记兼任；

坚持严格管理、有效激励。
加强驻村工作队日常管理，建立
完善管理制度，从严从实要求，
培养优良作风。健全保障激励
机制，鼓励支持干事创业、奋发
有为；

坚持聚焦攻坚、真帮实扶。
驻村工作队要坚持攻坚目标和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将
资源力量集中用于帮助贫困村
贫困户稳定脱贫，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驻村帮扶工作。

《意见》在人员选派方面作
了如下规范：

（一）精准选派。坚持因村
选人组队，把熟悉党群工作的干
部派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
力不强的贫困村，把熟悉经济工
作的干部派到产业基础薄弱、集
体经济脆弱的贫困村，把熟悉社
会工作的干部派到矛盾纠纷突
出、社会发育滞后的贫困村，充
分发挥派出单位和驻村干部自
身优势，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攻
坚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二）优化结构。优先安排
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参加
驻村帮扶。每个驻村工作队一
般不少于 3 人，每期驻村时间

不少于 2 年。要把深度贫困地
区贫困村和脱贫难度大的贫困
村作为驻村帮扶工作的重中之
重。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的对象
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要加大选
派干部力度。

（三）配强干部。县级以上
各级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要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作
风实、综合能力强、健康具备
履职条件的人员参加驻村帮扶
工作。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队
长一般应为处科级干部或处科
级后备干部。干部驻村期间不
承担原单位工作，党员组织关
系转接到所驻贫困村，确保全
身心专职驻村帮扶。脱贫攻坚
期内，贫困村退出的，驻村工
作队不得撤离，帮扶力度不能
削弱。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
我国拟立法明确国家重视
培养使用全科医生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日前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草案提出，国家重视全科医生
的培养和使用。全科医生主要承担
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
诊、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
一体化服务。

草案提出，国家建立健全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和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为建立规模适宜、结构
合理、分布均衡、素质全面的医疗卫
生人员队伍，草案提出国家制定医疗
卫生人员培养规划，建立适应行业特
点和社会需求的医疗卫生人员培养
机制和供需平衡机制。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介绍说，在保障
医务人员权益方面，草案规定了“国
家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合法权益，
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国家
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
薪酬制度”；全社会应当尊重医疗卫
生人员等。

我国拟修法完善
法官惩戒制度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日前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官法修
订草案在进一步完善法官惩戒制度方
面作出重要规定，明确法官有故意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
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日前在向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作草案说明时指出，根据审判工作
实际，考虑到现行法官法中“滥用职
权，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
给当事人造成更严重损失”两种情形
在实践中操作较为困难，草案将上述
两种情形进行整合，修改为“故意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
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在停职和延期晋升方面，草案规
定，法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
处分期间不计入职务晋升年限以及工
资档次晋升年限。此外，法官违法违
纪，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
责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和管理权
限暂停其履行职务。

此外，草案对法官惩戒委员会及
其职责进行专门规定。根据草案，最
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
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审查认定法官
是否存在本法规定的相关违反审判职
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
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
违反职责的意见，人民法院依照有关
规定作出惩戒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在

的立场保守的联盟党（基民盟与基
社盟）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
党）将于明年 1月就联合组阁启动
试探性谈判。社民党一名高级成
员 23日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提出的一系列重塑欧洲主
张将成为这场谈判的重点。

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社民
党前主席西格马·加布里尔23日接
受德国丰克媒体集团和法国《法兰
西西部报》采访时提出上述说法。
他说，他赞赏马克龙提出的重塑欧
洲主张的核心理念，支持在欧元区
核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预算。

马克龙今年9月在巴黎索邦大
学发表演说，提出一系列重塑欧洲
的“五大构想”，主要包括去官僚
化、加大防务合作、推动税收改革、
加强年轻人跨国交流和强化民主
建设五个方面。

就欧元区而言，马克龙提议设
立一名“大管家”，即欧元区“财政
部长”，与之相应，设立欧元区预算
用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
型工程项目。

就整个欧盟而言，马克龙提议新

设欧盟检察官，负责调查跨境涉恐案
件；新设难民管理机构，统管难民资
格认定与接收等事务；新设边防警
察，负责非法移民监督与执法；新设
创新机构，推动人工智能联合研究。

按加布里尔的说法，在定于明
年 1月 7日启动的组阁试探性谈判
中，“马克龙主张”将成为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对于这场谈判，默克尔
提出，她希望双方能在明年 1月中
旬达成初步协议。

加布里尔说：“我们应该准备好，
为未来作出更多投资。德国是欧盟
最大的赢家，可作出更大贡献。”

虽然组阁试探性谈判尚未启
动，但双方已经在一些议题上针锋
相对。社民党高层本月早些时候举
行会议决定，在组阁谈判中，推进医
疗保险改革、允许难民家庭赴德团
聚、气候保护、避免老龄贫困等将成
为关键议题，而基社盟则表态不会
接受社民党提出的“允许难民家庭
赴德团聚”要求。 据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组阁谈判
“马克龙主张”将成重点

12月23日，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的火灾现场升起浓
烟。 新华社/路透

俄共推举格鲁季宁
为总统候选人

12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罗
日杰斯特维诺村，莫斯科州企业“列宁
国营农场”场长帕维尔·格鲁季宁出席
会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23 日推举
莫斯科州企业“列宁国营农场”场长帕
维尔·格鲁季宁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
参加 2018 年俄总统选举。俄共中央
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不再作为候选人
参加俄总统选举。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马尼拉 12 月
24日电 菲律宾南部城市达
沃市一商场 23日发生一起火
灾，大火持续到 24 日才被扑
灭，火灾中失踪的 37 人恐已
无生还可能。

当地消防局说，当地时间
23日上午9时30分，位于该商
场四层建筑三层的一家家具店
起火，火势蔓延到四层一家24
小时工作的“呼叫中心”公司办
公室，导致多人被困其中。接
到报警电话后，消防车赶赴现

场进行扑救，但大火仍持续了
十多个小时才全部扑灭，目前
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救。

达沃市副市长保罗·杜特
尔特说，多名被烧伤的商场顾
客已被紧急送往医院。但由
于现场火势和烟雾太大，救援
人员始终无法进入四层的办
公室。截至 24 日晨 5 时，该

“呼叫中心”有37人失踪。
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馆

表示，目前尚未接到商场火灾
事故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菲律宾达沃一商场发生火灾
恐致37人死亡

以色列将退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12月 24日
电 据当地媒体23日报道，以色列将
于今年底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2 日指示以色列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代表卡梅尔·沙马·哈科恩最晚于
12月31日正式离开该组织。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说，做出
这个决定是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试图将犹太人的历史与以色列土
地分离”。

据悉，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说，如
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明年年底之前
进行改革并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以
色列将撤回这一决定。

美国国务院10月12日宣布，美国
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务
院在声明中说，美国做出这一决定的
主要考虑包括不断增加的欠费、机构
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
色列的持续偏见”的关切。

伊拉克北部
遭“伊斯兰国”袭击
10名民兵死伤

据新华社巴格达 12月 24日电
伊拉克安全部门 24 日说，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在伊北部萨
拉赫丁省制造一起袭击事件，造成 4
名民兵死亡、6名民兵受伤。

萨拉赫丁省安全部门人士告诉新
华社记者，3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当天凌晨袭击了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设在该省道尔镇附近
的阵地，伊政府军增援力量随后赶到
并发起反击，最终驱散了武装分子。

他说，这伙武装分子来自萨拉赫
丁省与迪亚拉省交界处的迈特比贾地
区，携带有迫击炮等轻重武器。有 3
名武装分子在当天的交火中被打死。

伊政府军于本月 16 日发起军事
行动，清剿潜藏在迈特比贾地区的“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但由于该地区地形
复杂，清剿行动进展缓慢。

12月24日，游客在红崖谷景区玻璃桥上行走体验。
当日，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红崖谷景区的悬跨式玻璃桥正式开放。该桥全长488米，宽4米，桥面与地面垂直落差约218米，可容纳

600人同时通过。 新华社发

河北平山河北平山：：

全长全长488488米悬跨式玻璃桥米悬跨式玻璃桥
正式开放正式开放

也门霍乱疑似病例破百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表示，也

门霍乱疑似感染人数已突破100万。
此外，80%的也门民众缺乏食物、燃
料、安全饮用水和医疗服务。 这是
12月11日，在也门首都萨那郊外，一
名儿童接种疫苗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