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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是苏通园区一家企业，位于海伦路108
号。2019年9月5日及6日，因在环保检查中企业存
在环保设施未建即生产及部分废气超标的违法行为，
被环保部门查处。对此我公司进行了认真反思，深刻
认识到环境保护是项利国利民的宏伟大业，更是每个
公民和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对此，我公司就违
法行为真诚地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严格
履行企业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自觉履行处罚决定。

二、已安装相关环保设施及让废气达标，完善企
业关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并加强企业环保核查和
巡查。

三、以上承诺敬请社会监督。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广岛铝工业(南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岡茂憲三
2020年1月6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
拍卖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志浩村中国南通
家纺城精品展示中心1-7幢五洲路81号
不动产。

本标的拟进行两次拍卖，当次拍卖流
拍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的，
后续拍卖自动取消。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2月16
日10时至2020年2月17日10时止，起拍
价：223万元，保证金：44.6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3月4日
10时至2020年3月5日10时止，起拍价：
178.4万元，保证金：35.68万元；

该拍卖物详细信息及竞买人条件均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
上办理竞买手续。本公告同时视为对拍卖
标的享有抵押权及优先购买权人、案件当
事人的通知，请上述人员自行登录淘宝网
了解详情。咨询电话：400-9288-512。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0日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公
开拍卖南通市紫琅上郡6幢101、102室。

本标的拟进行两次拍卖，当次拍卖流
拍的，进行下一次拍卖；当次拍卖成交的，
后续拍卖自动取消。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2月17
日10时至2020年2月18日10时止，起拍
价：380万元，保证金：76万元；

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年3月5日
10时至2020年3月6日10时止，起拍价：
304万元，保证金：60万元；

该拍卖物详细信息及竞买人条件均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
上办理竞买手续。本公告同时视为对拍卖
标的享有抵押权及优先购买权人、案件当
事人的通知，请上述人员自行登录淘宝网
了解详情。咨询电话：0513-80797263。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4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遗失公告

▲曹琴琴遗失南通锦庭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12#- 02- 1002 购房贷款发票一张，号码：
0003503，金额合计：1300000元，日期：2017
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奚炳珍遗失购买秦灶街道民安花苑24幢
203室的认购合同，合同编号：023，声明作废。
▲南通祥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施元才遗失与江苏星湖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号码：001820171127001（编
号：SJ3365），声明作废。
▲陈红彬遗失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城港社区
居民委员会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2016版0006761，声明作废。
▲陈红彬遗失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城港社区
居民委员会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2017版0001892，声明作废。

▲陈红彬遗失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城港社区
居民委员会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2017版0001893，声明作废。
▲徐文晶遗失南通水蓝郡半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3200172350，号码：10727432,金额：372182
元，声明作废。
▲于茂森遗失南通新城创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3200164350，
号码：20347363,金额：56200元，声明作废。
▲徐树伟遗失南通天生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预
收 款 发 票 ，代 码 ：032001800105，号 码 ：
29625148,金额：252767.6元，声明作废。
▲徐树伟遗失南通天生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预
收 款 发 票 ，代 码 ：3200172350，号 码 ：
08728208，金额：213470.90元，声明作废。
▲ 曹 德 军 遗 失 记 者 证 ，编 号 ：
B32002555000071，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59000797 59000798 办理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南通市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双一流高校深造率过半

报告显示，双一流高校本科
生深造率普遍很高，其中的优势
学科尤为突出。南京大学2019
届实际共有7980名毕业生就业，
其中，本科生3065人，硕士研究
生4038人，博士研究生877人。
2019 届 本 科 生 深 造 率 达 到
62.21%，其中出国率20.75%，实
际就业仅占36.6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9年
毕业生人数为7115人；本科生
4754人，深造率47.66%；其中航
空学院深造率67.84%，航天学院
深造率60.14%，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深造率59.26%。

南京理工大学2019年毕业
生人数为6277人。本科生3900
人。该校学工处副处长王勃介
绍 ，本 科 毕 业 生 深 造 率 为
50.04%，深造率已经连续4年突
破50%。

除了双一流高校，其他普通
高校的深造率也明显上升。
2017年-2019年，南京工业大学
本科毕业生深造比例依次为
25.41%、25.43%、31.42%，上升
态势明显。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高就业

从就业报告看，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布局进一步推动了江苏高

校毕业生在长三角地区就业。
2019年南大毕业生在东部地区

就业4574人，占87.34%；留在江苏工
作的人数最多，有2464人，占总体的
47.05%；毕业生在江浙沪、广东、北
京五地就业的人数占总体83.45%。
南大毕业生就业的前十个城市是南
京、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苏州、广
州、无锡、合肥和常州。南京以1846
人，成为南大学子第一就业地。

统计发现，南京、上海和北京是
对南航学子最具吸引力的三个城
市。本科生和博士生就业的第一流
向地是南京，硕士生就业的第一流
向地是上海。

南理工毕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地
区是江苏省，就业的博士生中有
65.38%、硕士生中有50.59%、本科
生中有38.57%在江苏就业；本科生
中有59.84%在南京就业，其次为苏
州。“南京这几年大力引才引智，出
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一大批高新技
术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干事创业的
平台。”王勃表示。

从就业行业分布来看，南京大
学2019届毕业生分布较多的为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21.23%。

南理工本科生的26.57%、硕士
生的38.29%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软件行业就业，本科生的22.46%、
硕士生的17.75%在软件与高端装
备制造行业就业。

就业选择更趋自主多元化

南 大 毕 业 生 暂 不 就 业 率 为
0.54%，待就业率为0.74%。暂未就
业的主要原因是：想要继续深造（考
研或出国）占58.6%、未能满足自己
对就业地域的要求占17.8%、自身定
位尚不明确占17.8%。

不仅在南大，95后毕业生就业选
择更趋自主化、多元化，“慢就业”“待
定族”甚至“懒就业”现象较为普遍，越
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暂时旅游、支教、
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二次考研”“二
次考公”的学生群体也越来越多。

“有的专业毕业生研究生报考率
超过70%，且都瞄准双一流高校，升学
率达到41.3%，但仍有近30%的同学
折戟沉沙。”有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
指出，这些同学为了圆梦坚定选择继续
报考，需要学校更好地去指导和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考研氛围浓
郁，但在“学用结合”指标上，硕士生
并不占优势。据江苏省招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2019届毕业生调研数据
显示，南航2019届毕业博士生、硕士
生和本科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
别为 94.12%、76.22%、76.70%。南
京大学2019届被调查毕业生中，本
科生“教育过度”比例仅为4.82%；博
士生“教育过度”比例为15.46%；而
研究生“教育过度”为46.89%，比较
而言，硕士毕业生的“教育过度”情况
尤为明显。 据中国江苏网

长三角地区吸附力强长三角地区吸附力强、、信息技术需求旺信息技术需求旺——

江苏多所高校公布就业大数据江苏多所高校公布就业大数据

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近
日陆续发布2019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
示，95后毕业生普遍有较高的自我提升意识，继续深造
意愿持续走高，就业选择更趋自主化、多元化。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针对美方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
国”认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日表示，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
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
实以及国际社会共识。

美国财政部13日发表半年
度汇率政策报告，取消去年8月
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
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
及国际社会共识。”耿爽在14日

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表示，“最近一次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结论认为，
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上是符合经
济基本面的，客观上否认了中国
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

耿爽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14日
电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4日报
道，伊朗司法部门已逮捕数名乌
克兰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伊斯梅
利当天上午召开发布会，表示专
家组正调查、审问相关人员及收
集相关文件，并已逮捕数人。

伊斯梅利表示，失事飞机的
黑匣子已被送往法国解密，伊朗
和乌克兰专家将全程参与。

伊朗总统鲁哈尼14日在伊
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中要求伊朗
司法部门成立一个由高级法官和
十名专家组成的“特别法庭”，进

一步查明乌克兰客机事件原因。
他说：“客机坠机事件并不寻常，
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朗如何处理。”

同时，鲁哈尼对伊朗军方此
前“坦率承认错误”表示满意，并
希望调查结果能给所有人一个
答案。

本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伊朗
首都德黑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起
飞前往乌首都基辅，但起飞不久后
坠毁，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
人员无一生还。伊朗军方11日发
表声明说，客机被伊朗军方“非故
意”击落，事故系“人为错误”所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
交管部门将启动接受教育减免交
通违法记分等6项便民利企新措
施。此次推出的6项新措施中有
3项在2020年3月1日起开始试
点推行，另有3项在2020年3月
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3项试点推行的措施主要是
围绕积极推进电子证照在交管领
域应用、优化驾驶人记分管理等
方面。主要包括试点机动车检验

标志电子化，试点接受教育减免
交通违法记分，试点提供交通事
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3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主
要是总结推广已试点的改革措
施，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地，
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面，让更多
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一是
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
捷快办，二是全面推行小客车转
籍信息网上转递，三是全面推行
交通安全导航提示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1.54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
3.4%；民营企业首次成为最大外
贸经营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民营
企业进出口达到13.48万亿元，
增长11.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2.7%，比2018年提升3.1个百
分点。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
说，这一数据意味着，民营企业超
过外商投资企业首次成为我国最
大外贸经营主体。

另一个数据同样值得关注。

2019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发
生变化，东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
易伙伴。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 9.27 万亿元，增长
10.8%，高出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在国内外风险挑
战明显上升的情况下，我国全年
外贸进出口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
和质的稳步提升。”邹志武说，当
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海关方面将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进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定
增长、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上接A1版）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需要凝聚起包括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希

望大家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立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调查研究
察实情，实事求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
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持

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
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希望各民主
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
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

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全国工商联要加快

推进工商联各项改革，更好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要加强无党派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做好思想引导和政治引领
工作，为他们发挥作用搭建舞台、提供
条件。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上接A1版）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
央大政方针，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
七次全会决策部署，在“两个大局”
的交织激荡中勇立潮头，在抓住用
好机遇中创造新的更大机遇，在有
效应对挑战中开拓新的发展局面，
以再出发的坚韧和执着，一年接着
一年干，把“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宏
图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娄勤俭强调，推动“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再出发，我们要持续用
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让做到

“两个维护”铸入灵魂、贯彻新发展
理念成为自觉；要加快构建自主可
控现代产业体系，让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愈发稳固、底座更加坚实；要在
改革创新中推进省域治理，让制度
力量更好地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发
展的动能；要深入排查解决民生领
域突出问题，让共产党人的初心体
现在千家万户更高品质的生活中、
映衬在阳光灿烂的笑容里。

娄勤俭指出，新江苏建设决不
会一蹴而就，困难不可低估，信心不
可动摇，干劲不可松懈。我们要持
续焕发拼搏奋斗热情，传承好江苏
人“勤劳智慧有自信、实干坚韧敢创

新、低调务实不张扬”的基因特质，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奋斗成就伟业，
让勇攀高峰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
求、自觉行动。我们要持续放大人
才资源优势，千方百计集聚海内外
高端人才，激发各领域人才潜能，引
导广大创业者、劳动者在各自的事
业跑道上努力奔跑，以每个人的“精
彩一笔”绘就江苏大地的“华彩篇
章”。我们要持续释放“三项机制”
功效，及时了结处理已清楚和有结
论的事情，冻结无谓的争论与争议，
为改革创新者“开绿灯”“加把劲”，
为担责负责者“卸包袱”“兜住底”，
激励广大干部敢为人先、敢闯敢试，
真正把干事创业的激情热情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娄勤俭说，在新江苏建设的征
途上，每一份力量都极其宝贵，每一
点贡献都难能可贵。人民政协作为
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在汇智聚力
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全省
各级政协组织更加自觉地把新思想
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在各级
党委领导下，把“工作主线”抓得更

牢，为新江苏建设建诤言、谋实招；
把“中心环节”扣得更紧，广泛凝聚
向上向前的力量；把“协商品牌”擦
得更亮，不断提高协商的实效。希
望各位委员在大有可为的舞台，拿
出大有作为的劲头，立足本职、爱
岗敬业，建言献策、服务发展，以模
范行动展现新时代“责任委员”的
风采。

黄莉新在报告中说，2019年，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围绕“学习新思想、创新添
活力、履职高质量、树立新形象”，强
化党建引领，推进双向发力，突出提
质增效，积极探索创新，在把握新时
代新使命中主动担当作为，在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中服务中心大
局，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中广泛凝
聚共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
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推
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的起
步之年，具有里程碑、标志性意义。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按照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和省委
政协工作会议部署，把服务决胜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
现代化新征程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
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着力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为
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
苏建设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洪慧民代表省十二届政协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开幕大会开始时通过了政协江苏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外交部：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公安部推6项交管新措施

试点事故处理进度网上查询

2019年我国外贸增长3.4%

民企成最大经营主体

乌克兰失事客机黑匣子已被送往法国解密

伊朗逮捕数名事件相关人员

为期9天的“海洋卫士-2020”中巴海上联合演习昨日在巴基斯坦
卡拉奇港闭幕。两国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深度融合，完成所有既定课
目，演习达到预期目的。 新华社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