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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发的铭庭苑项目位于镇江市镇江新
区赵声路以西，银山西路以北。公
共配套为 3836.56 平方米。具体如
下：1.1幢112室门卫13.50平米；2.1
幢 113 室消控室 19.02 平米；3.9 幢
107室配电间271.52平米；4.9幢108
室水泵房 62.58 平米；5.10 幢公厕

52.20 平米；6.10 幢门卫 17.98 平米；
7.地下车库的地下专变100平米；8.
地下车库的地下消防泵房及消防水
池 165 平 米 ；9. 地 下 车 库 过 道
2100.29 平 米 ；10. 地 下 车 库 过 道
925.77平米；11.2幢配电间108.70平
米。以上公共配套在法律规定期限
内归全体业主共有。

特此公告
镇江泰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公 告

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划拨用地手续批前公示
镇自然资公示高新（2022）第6号

依据用地单位申请，我局拟对下列2宗国有建设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办理供地手续，现就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序号

1
2

拟用地单位
镇江城市建设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高新置业有
限公司

地块坐落
北起润江路，南
至长江路

北起南徐大道，
南至夹山路

项目名称
头道河（润江路-长江
路）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留西路（南徐大道-夹山
路）道路工程项目

面积（平方米）

43441
6297

用途

水利设施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

供地方式

划拨

划拨

备注

凡对以上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请于本公示期限内向我局提出书面材料，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公示期限：2022年12月8日至2022年12月14日，共7天。 受理地点：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南徐大道298号高新大厦 邮政编码：212021 联系电话：0511-82011312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将在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taobao.com/0511/02，户名：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镇江市御桥巷路 3号云开甲第

花园6幢第15层1502室，产权证号：
1101016190100110 号，房屋层数/总
层 数 ：15/30，建 筑 面 积:83.27 平 方
米。询价价值:86.9870 万元。起拍
价:60.8909万元，保证金：10万元，增
价幅度：6000元。

特别提醒：被执行人居住使用，
拍卖成交后限定期限内搬出。

二、咨询时间与方式：上述拍卖
自即日起至开拍日前接受咨询。咨

询时间:（除节假日外)周一至周五上
午9：30-11：30，下午2：30-5：30。咨
询电话：0511-85319368(蒋)。

三、拍卖时间：上述拍卖物于
2023年 1月 9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10日10时止进行拍卖（延时的除外，
详见各拍品公告）。根据法律规定，
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
中，中止拍卖、撤回拍卖。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一周向拍卖法院提交有
效证明。

五、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
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
金。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511/02，户
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查阅。

江苏凯力德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承担的镇江市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可移动式矿用应急救
生舱合作开发与产业化”（项目编
号：GJ2011005），因未履行科技项
目合同而无法正常结题，请你公司
于2022年12月15日前到镇江市丹
徒区科学技术局办理项目终止手
续。如逾期不办理，项目将强制终
止，并按《镇江市市级科技计划项
目信用管理办法》规定将你公司纳
入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同时作
出相应处理。

镇江市丹徒区科学技术局
2022年12月8日

公 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在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511/06?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1790.
d7a71a33DZoGgj），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秦淮区中
山 南 路 414 号 1701- 1703、1704-
1705室。（建筑面积：1100.90㎡，规划
用途：办公。）

起拍价：21729048.6元，参考价：
31041498元，保证金：4000000元，增
价幅度：100000元。

二、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自2023年
1月 9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10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若第一次流拍
则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竞

价时间：自 2023年 2月 2日 10时起
至 2023年 2月 3日 10时止（延时的
除外）。

三、咨询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
2023年1月3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
除外）。

本拍品已委托同伦拍拍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产
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工作，联系电
话：400-8284666。

四、拍卖方式：设保留价增价拍卖。
五、咨询电话：400-8284666（同

伦拍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镇江新区银河路100号。
六、监督电话：0511-85319061。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将在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sf.taobao.com/0511/02，户名：镇江市
京口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镇江市何家门 1号土地及其上

在建工程，不动产证书号：苏（2021）
镇江市不动产权第0025534号，建筑
物权益状况详见附件《评估报告》。
评估价值：5039.5265万元。起拍价：
35276685.5元，保证金：350万元，增
价幅度：17万元。

二、咨询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
拍卖日前接受咨询。咨询时间:（除
节 假 日 外)周 一 至 周 五 9：30- 11：

30，14：30-17：30。
三、拍卖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

10时起至 2023年 1月 10日 10时止
进行拍卖（延时的除外，详见各拍品
公告）。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
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
卖、撤回拍卖。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一周向拍卖法院提交有
效证明。

五、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
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
金。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sf.taobao.com/0511/02，
户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查
阅。咨询电话：0511-85319368(蒋)。

请在原镇江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缴纳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且尚未办理
返退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结算业务的
单位，见报后自查是否符合返退条
件。如符合返退条件，请按下面的时
间要求及时与镇江市新型建材发展
中心联系，按规定办理结算手续。如
逾期未联系，我中心将按照有关文件
规定及审计要求把相应散装水泥专
项资金预缴款全额结转国库。

时间要求：2022年12月31日前
核对清算2011年缴费项目。2023年
12 月 31 日前核对清算 2012 年缴费
项目。

联系电话：85038939
地址：镇江市中山东路98号3楼
特此公告

镇江市新型建材发展中心
2022年12月8日

关于催办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预缴款返退结算的公告

因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江苏省
民间信仰场所镇江市丁岗镇如意
庵已经搬迁至谏壁邓家缺龙王禅
寺，原有场所已经拆除。镇江市丁
岗镇如意庵民间信仰场所建档编
号注销，相应铜牌、证书效力终止。

特此公告
镇江市丁岗镇纪庄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12月8日

注销公告

原丹徒区劳动局离休干部
葛文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 8 时 53 分不幸
逝世，享年98岁。

兹定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在
市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

妻罗桂英率子女泣告
2022年12月8日

讣 告

欢迎刊登
遗失、声明、公告、特约刊登等各类信息
电话：85010151
地址：市中山东路4号镇江日报社二楼
广告中心营业厅

遗

失
遗失镇江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处
的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
码:05992308,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水利协会的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21100511027563L，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润州区台资企业联谊会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140004673102，声明作废。
遗失润州区六度创意百货店的老公
章，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文广朱方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包玉的年度考核红本，证号：苏
建安B（2014）0140659，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文广朱方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周栋的年度考核红本，证号：苏
建安B（2014）0140664，声明作废。
遗失苏宁广场开给上海抓萌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的装修押金收据，号码：
0012520，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苏宁广场开给上海抓萌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的出入证押金收据，号
码：0012521，金额：3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嘉和物业有限公司的公章、法
人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君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
公章，声明作废。

镇江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承担的镇江市科技

合作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高效节能离心式油净化装置”
（编号: GJ2014006），因未履行科
技项目合同而无法正常结题。
请你公司于2022年12月15日前
到镇江市京口区科学技术局办
理项目终止手续。如逾期不办
理，项目将强制终止，并按《镇江
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
办法》规定将你公司纳入严重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同时作出相应
处理。

镇江市京口区科学技术局
2022年12月8日

公 告

公 告
镇江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的绿竹苑二期3#、5#住宅属于京
口区历史遗留问题，根据相关要求，
现对该项目进行规划许可变更公
示。我局将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至
2022年10月15日在项目现场和市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网 站（http://zrzy.
jiangsu.gov.cn/zj）进行规划许可变更
批前公示，详情可在网站首页“最新
信息公开”板块进行查询。

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6日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月 2日，中共
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
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要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李克强、汪洋、李强、王沪宁、韩正、蔡奇、
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克强受中共中央委托
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明
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
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
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
党派人士代表朱彤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
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推动长江黄河
流域纵向协同发展、提升底层技术研发能力、
加强科技人才引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调动
和保护民间投资积极性、完善平台经济税收治
理、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打好高质量就业“组合
拳”、优化精准防控疫情举措、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表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今
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贯彻落实中共二
十大精神、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
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
上，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和国
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特别是有力应对一些
国家推动经济科技“脱钩”等挑战，保持产业链
供应链基本稳定，稳住经济大盘。我们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5%以上，好

于全球平均水平。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十年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年。十年来，我国经济
总量迈上新台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全球居于首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提高，生态
环境呈现明显改善和趋势性好转，共建“一
带一路”走深走实，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特别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表示，今年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中心
工作，就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问题开展调查
研究，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等
工作，以直通车方式提出意见建议53件，为中
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习近平代
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提出 3点希望。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中
共二十大精神，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忘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二是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决
策部署上来，围绕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
效扩大内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
微观经营主体活力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
究，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建议。三是以换届为契
机深入做好政治交接，认真组织好换届工作，
顺利实现人事更替，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的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确保多党合作事
业根基永固、薪火相传。

石泰峰、刘鹤、孙春兰、何立峰、王勇、肖捷，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
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
锋、黄荣、窦晓玉等。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12月 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3年经济
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
部署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
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迎难而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改革开放全面深化，
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
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
定。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召
开党的二十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
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要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

资的关键作用。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切实落
实“两个毫不动摇”，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动力和活力。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
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
经济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
导，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
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要坚持真
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
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要统筹
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煤电油气运保
障供应，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保障农民工
工资发放，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
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还远
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

的坚韧和执着，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
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
命进行到底。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守党的
初心使命，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坚决贯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和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方针，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锻造纪检监察铁军，
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新
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及时发现、着力
解决“七个有之”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固中央
八项规定堤坝，对享乐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对
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
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紧盯工作中层层加码、麻痹松懈、任性
用权、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科学精准靶向整

治。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严的
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
过程，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醒悟、
知止。要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打好反腐败斗
争攻坚战持久战，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
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深挖细查、严
惩不贷，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
腐败案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
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
贪”，进一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要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更好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
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情况
和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 1月 9日至 11日召开二十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 析 研 究 2023 年 经 济 工 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