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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10月2日10时至2022年
10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南通市海
门区海门街道静海新村204幢301室不动产进行公开司法拍卖。

起拍价130万元，保证金15万元，竞价幅度5000元。
拍卖程序（两轮）：本标的拟进行二次拍卖一次变卖。本次拍

卖流拍的，则进行下一次拍卖，再次流拍将进行变卖；任一阶段成
交的，则后续程序自动取消。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关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特别提示：优先购买权人未按公告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2022年8月5日

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076
万人，人社部、教育部等 10部门决
定今年启动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
位募集计划”，全年将募集不少于
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帮助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提升就业能力，为青
年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新计划在四方面实现升级

“高校毕业生刚出校门，最缺乏
工作经验，参加就业见习可以帮助
他们提升实践能力，促进其及早实
现就业。”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2019年我国组织实施“三年百万青
年见习计划”，共有150万未就业毕
业生和失业青年参加见习，已完成人
员中，有四成被见习单位直接留用。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将在
四方面实现升级。

扩大岗位规模，力争随申请随
上岗。此前，“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
划”是用三年时间组织百万青年参
加见习。本次计划明确要求，一年
就要募集百万个见习岗位，确保有
充足的见习岗位，便于毕业生等青
年“随申请、随上岗”。

提升岗位质量，发挥青年所学所
长。各地要重点挖掘本地特色产业、
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见习
岗位信息，增强岗位吸引力，更好发
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所学所长。

畅通募集渠道，大力拓宽岗位
来源。本次计划汇集 10个部门资
源优势，专门在部级层面开发了服
务专区，与各地服务专区互联互通，
集中受理用人单位申请，从原来的

“政府找企业”变为现在的“企业主动
申请”，进一步拓宽岗位募集渠道。

加强扶持力度，更好吸引企业加
入。为吸引更多用人单位参加就业见
习，这次计划明确了3项支持政策，既有
资金补贴、税费减免，还有激励政策。

具体而言，吸纳青年人见习的单
位，可按规定享受就业见习补贴。见
习期满留用率超 50%的见习单位，还
能享受更高的补贴标准。此外，见习
单位支出的见习相关费用，不计入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符合税收法律及其
有关规定的支出，可在计算企业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上线部级层面服务平台

4月底，为方便用人单位参加见
习计划，10部门专门开通了百万就业
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平台。人社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平台集中发布了见
习政策、经办渠道、经办流程，设立见
习单位、见习岗位申报通道，开设国有
企业、制造业名企、互联网大厂等专
栏。这些信息也将同步在中国公共招
聘网、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
在线等公共招聘平台发布。

与此同时，各地同步开设本地省
级服务平台，方便用人单位属地化申
请。用人单位可以通过部、省两级平
台直接在线申请，也可以联系本地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线下申请。

接下来，人社部还将组织各地多渠
道汇总发布本地区见习单位目录和见
习岗位清单，开展一系列专场招募、双
向洽谈、直播带岗等活动，并在各类招
聘会、就业服务专项活
动中推出见习岗位。

见习计划效果如何，岗位质量最
关键。高质量的就业见习岗位对于见
习人员快速增加实践经验、提升就业
能力非常重要。见习计划落地过程
中，如何确保见习岗位质量？

先看“硬杠杠”。人社部要求见习
单位应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管理
规范、合法经营，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
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再看“细要求”。“我们要求各地合
理设置见习单位和见习岗位条件，定期
跟踪、动态管理，见习岗位尽可能覆盖
不同行业，重点提高管理、技术、科研类
岗位比重。”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提供全程就业服务

眼下，“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
划”正在深圳如火如荼地开展。深圳
提出，见习期间，用人单位按每人每月
2500元的标准，支付就业见习补贴。
其中，30%左右由用人单位承担，余下
部分由政府承担，即用人单位承担
708元，政府承担1792元。

那么，哪些青年人可以参加“百万
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他们将获
得什么样的服务？

据介绍，就业见习对象为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至 24岁
未就业青年，见习期限一般为 3至 12
个月，具体可以根据见习人员特点和
岗位要求合理确定。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申请参加见

习，可登录部级服务平台，根据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地区等条件，查找心仪的岗位，
发送个人简历进行申请；也可进入各省份
服务专区在线申请，还可到本地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线下咨询申请。

更重要的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
加就业见习，将获得全程就业服务。

见习期间，将与见习单位签订见习协
议，由见习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费、办理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单位还将委派实践
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的技术
或管理人员作为带教老师，帮助毕业生等
青年熟悉岗位内容、提升工作能力。

见习期满，见习单位将为见习人员
出具见习证明材料，双方可以协商留
用，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
险。对于未留用人员，人社部门也会针
对其求职需求，做好后续跟踪帮扶，持
续提供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此外，人社部已启动实施2022年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对
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将至少提
供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
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对暂无就业意愿
的，做好状态记录，及时跟进服务。

据人民网

据人民网消息 随着暑假的到来，医
院迎来“摘镜热”。那么，近视手术有哪
些？该如何选择？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有两大类，即
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和眼内屈光手术。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主治医师伍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激光角膜屈光手
术通过改变角膜的厚度及曲率来矫正近
视和散光。眼内屈光手术是在角膜上做
一个小切口，将人工晶体注入眼内，达到
有效矫正近视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为是
内置的“隐形眼镜”。

对于想做近视手术的患者，面对类
型众多的近视手术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选

择。“不同的近视手术方式适用的人群不
同，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伍莹表示，
激光角膜屈光手术，适合角膜条件好，近
视度数较低的人群；眼内屈光手术，适合
高度、超高度近视以及角膜条件不良的
人群。同时，选择手术方式时还需考虑
患者的工作性质及对视觉的要求等。

“近视手术适合有摘镜需求，年龄
18～50周岁，近视度数稳定的人群。”伍
莹提示，有8类人群不适合做近视手术：
患有圆锥角膜或其他角膜扩张性疾病、
重度干眼症及眼部活动性炎症的人群；
患有青光眼、白内障的人群；角膜过薄的
人群；患有眼睑缺损、眼睑畸形及眼睑闭

合不全等眼附属器严重病变的人群；患有严
重角膜疾病的人群；角膜切削区有手术或外
伤史、患有严重眼表疾病及眼底疾病的人
群；患有影响伤口愈合的全身性疾病的人
群；精神及心理异常的人群。

“任何近视手术都不能治愈近视。”伍莹
强调，近视是一种眼部疾病，大多数是由于
眼球前后长度增长所致，即轴性近视。近视
手术与戴眼镜相同，仅能改善视力，并不是
根治性治疗。即使做了近视手术，已增长的
眼球不会改变，与近视相关的眼底病变风险
不会降低。因此，近视手术后依然要注意用
眼卫生，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才能长时间
保持近视手术的效果。

据央视网5日消息 8月5日是神舟
十四号航天员“太空出差”满两个月的日
子，记者当天上午从中国航天员中心了
解到，目前航天员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正在围绕核心舱日常照料、问天实验舱
状态设置、再生生保系统安装和测试等
展开各项工作。

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支持大厅
里，航天员正在进行针对中国空间站的
物资整理工作，当天的工作主要包括了
天舟四号、天和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当
中的物资。

三名航天员的物资整理工作分上下
午两个阶段，总共要进行五个半小时。
此外，他们还对舱外航天服电池进行了
检测。为了完成好神十四乘组首次出舱
活动，航天员已经先后完成了 3套舱外

服状态检查等工作。这两天，他们又在
地面人员支持下，对安装在问天实验舱
舱外的小机械臂进行了在轨测试。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
统副总设计师王春慧介绍，上周是做了
在轨的，航天员先用在轨训练软件，训练
平台做小机械臂在轨操作训练，然后再与
真正的机械臂，通过操控台进行机械臂控
制的联试，真正的用操控台去控制机械
臂。因为航天员出舱的过程中，我们每次
都可以看到03是在舱内操控机械臂，来支
持舱外的两名航天员舱外工作的。

7月25日迎接问天实验舱以来，三名
航天员就一直在为问天实验舱载人环境建
立忙碌着，这两天他们将完成问天舱再生生
保系统在轨组装设备的安装和测试工作。

王春慧表示，因为再生生保系统是

非常复杂的，涉及大量的管路操作，而且发射
的时候，所有的仪器盖板都是靠螺钉拧死的，
航天员要进行操作之前先要把所有螺钉拧
掉。所以工作量是比较大的，这周除了安装这
些设备以外，就是开始进行测试和调试阶段。

据了解，现在问天实验舱已经基本满足
了入住条件，航天员蔡旭哲担任了新舱段

“试睡员”，已经在问天舱的新睡眠舱居住了
一段时间。目前三名航天员身体、心理各项
指标都表现良好。根据任务安排，他们现在
每人每天要完成 80分钟的体能训练，随着
活动空间增加，可以进行的体能训练项目也
更加丰富。

王春慧说，我们把自行车从核心舱挪到
了问天舱，自行车原来都是骑的、是锻炼下
肢，但是他可以通过手摇的方式锻炼上肢，
这样为整个出舱活动提前做好身心的准备。

针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我外交部宣布采取反制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外交部8月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二、取消中
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
制会议；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五、暂停中美
刑事司法协助合作；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对于其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对佩洛西实施制裁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

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踏
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针对佩洛西
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
法律，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在台湾问题上

联大主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4日电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阿卜杜拉·沙希德4日重申，联大遵守第2758号决议。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的第2758号
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
的唯一合法代表。

针对佩洛西的窜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
说：“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我们遵守联合国大会决议，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以此为依据。”

276家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公布
创设扶持政策 打造骨干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近日
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从全国 3
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了69家农作物、86家畜禽、121家
水产种业企业机构，集中力量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加快打造种业振兴骨干力量。

通知提出，把创设扶持政策作为企业扶优的重要手
段。支持阵型企业参与种质资源保护、鉴定和开发利用，
加快优异种质资源交流共享。支持阵型企业牵头承担国
家育种创新攻关等任务，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支
持阵型企业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项目，提升基础能力
条件水平。

通知强调，把净化发展环境作为企业扶优的重要保
障。深入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紧盯春耕备耕、秋冬
种等供种关键农时，聚焦制种基地、种子市场等重点区
域，针对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等突出问题，加大违法案件
惩处和曝光力度。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和质量
检测，强化冻精等畜禽遗传物质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银行共
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967.3亿
笔，金额1149.85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0.74%和7.91%。

■5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运用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
用的试验航天器，这是长征二
号F运载火箭第 18次执行发
射任务。

■为进一步遏制月饼过度
包装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与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将在今年中秋节前联合对月饼
过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8月7日20时29分将
迎来立秋节气。此时虽已立
秋，但“秋老虎”依然发威，炎热
逼人，暑气一时难消。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4日宣布猴痘疫情为该国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称此举将提升
全美对这一传染病的应对水
平，但不少专家警告说前景恐
怕不乐观。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
部5日发布公报说，韩国首个
月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当
天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
拉尔角发射，并已与地面站成
功通信。

均据新华社电

全年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和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均能参加——

多实践长本领 提技能促就业

神十四“太空出差”满两个月

航天员状态良好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暑期迎来“摘镜热”

8类人群不适合做近视手术

昨日，观众在上海微创医疗展厅参观。当天，第五
届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参展商超过
300家。 新华社照片

夏季“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5日从公安部新闻发

布会获悉，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7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出动警力1205万人次，发动群防群
治力量2305万人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8.9万人，
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区域性临查临检行动25.6万次。

据介绍，6月 25日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
力以赴，迅速投入“百日行动”，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
铁腕整治社会治安乱象，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全面净
化社会面环境，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安机关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以各
种方式积极参与‘百日行动’，协助公安机关严打严防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维护家园安宁。”公安部“百日行
动”办公室主任、治安管理局局长仇保利表示，公安机关
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把“百日行动”推向深入，坚决实现惩
治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整治一批社会治安混乱地区，化解
一批安全风险隐患。

人社部数据显示，自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3月启动以来，截至7月中旬，共募集
岗位75.9万个。该计划将如何为青年挖掘高质量岗位？高校毕业生将获得哪些服务？实
施效果如何？记者采访了人社部有关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