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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发布声明
承认其头目巴格达迪已死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幸福小区 7幢 3单元 106室房地产进行公
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幸福小区 7 幢 3 单元 106 室房地产，起拍
价：36.8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7年8月16日10时至2017年8月17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7年9月12日10时至2017
年 9月 1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首次
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2017年 8月 8日至 2017年 8月 15日止（节假
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0511-86703038。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
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查询。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新华社巴格达7月11日电
伊拉克媒体11日报道，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已经承认其最高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死亡，并
称该组织将在不久之后产生新头
目。

伊拉克苏马里亚电视台网站
报道说，“伊斯兰国”通过其设在
摩苏尔以西泰勒阿费尔的媒体机
构发布简短声明，证实巴格达迪
已经死亡，但是声明并没提供关
于巴格达迪如何死亡的细节。

“伊斯兰国”于 2014 年占领

摩苏尔后，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努
里清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跨伊拉
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国”。巴格
达迪据信早已逃离摩苏尔，藏身
于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地区。

上月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巴格达迪可能已在叙利亚死于俄
军空袭。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
美国和伊拉克方面证实。

本月 10日，伊拉克总理阿巴
迪在摩苏尔宣布，“伊斯兰国”在
摩苏尔的统治被彻底推翻，这座
城市当天全面解放。

新华社曼谷 7月 11 日电
中国驻泰国普吉领事办公室 11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当地时间
10日晚 11时 30分左右，一辆载
有 32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泰国
普吉府巴东疑因刹车失灵导致
翻车，造成 2人遇难，另有 24人
受伤。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时这辆
旅游大巴行驶在普吉巴东地区，
撞上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后发生
侧翻。受伤的 24人中有 6人需
住院观察治疗，但无生命危险，
其余受伤游客已经出院。

大巴司机是一名 36岁的普
吉当地人。他说，当时车子正驶
往巴东一家酒店，刹车系统突然
失灵，由于正处在下坡路车速很
快无法控制，车子撞上路边的摩

托车后侧翻。
司机本人没有受伤，体内未

检测出有酒精和毒品。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普吉领

事办公室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了
解情况并协助处理善后。11日上
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副总领事
马翠宏前往医院看望慰问受伤游
客，敦促院方全力救治。普吉府
亦对此高度重视，府尹及交通局
局长亲自前往医院看望，马翠宏
与府尹及交通局局长会见交流，
要求泰方妥善处理，彻查事故原
因，避免类似事故再发生。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将全力
协助处理后续事宜，并提醒将赴
泰南中国游客注意涉水和交通
安全，搭乘旅游大巴和其他车辆
务必系好安全带等。

载32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普吉岛翻车
造成2死24伤 我领馆再发旅游安全提醒

外交部：

半岛核问题“中国责任论”可以休矣
新华社北京 7月 11 日电

在 1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针对有记者询问朝核问题
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表示，朝核问题的核心
是朝美矛盾，本质是安全问题。

耿爽指出，朝核问题的矛盾
焦点不是中方，推动当前局势紧
张升级的推手不是中方，解决半
岛核问题的钥匙也不掌握在中方
手中。长期以来，中方为解决半
岛核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自始
至终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
用，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不可或
缺。他指出，近来有些人在半岛
核问题上渲染和突出所谓“中国
责任论”，要么是对半岛核问题缺
乏全面准确了解，要么就是别有

用心、企图推卸责任。
耿爽说，为缓解局势、解决问

题，其他各方也应相向而行，“当
‘甩手掌柜’不行，‘过河拆桥’不
行，‘背后捅刀’更不行”。他反
问，若中方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安
理会决议、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进
程积极开展工作，有人却在侵犯
中国正当合法权益和安全利益，
中方努力如何能达到预期效果，
半岛核问题如何解决？

耿爽重申，解决半岛核问题
需要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群策群
力，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发挥自身
应有作用，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责
任，同中方一道共同为推动半岛
核问题早日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和
平解决的正确轨道而作出努力。

王三运涉嫌严重
违纪被查
曾任甘肃省委书记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7月
11日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三运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蒙古国新总统宣
誓就职
曾率队在北京奥运会摘金

当地时间 2017 年 7 月 10
日，乌兰巴托，新任蒙古国总统
巴图勒嘎出席就职典礼。2008
年他率领蒙古国柔道队参加北
京奥运会，获得了蒙古国历史
上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图为新
任蒙古总统巴图勒嘎（左）出席
就职典礼，即将卸任的总统查
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出席交
接仪式。

辽宁舰航母编队
驶离香港
市民依依不舍道别

新华社香港7月11日电
在顺利完成停靠香港期间的各
项任务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辽宁舰航母编队11日上午驶离
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在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为辽宁
舰编队举行欢送仪式。

不少市民自发地为编队送
别，感谢其为香港带来的珍贵记
忆。一些香港渔民也自发地为
辽宁舰编队送行。香港6艘渔
船早晨8点半从香港仔码头出
发，向西行驶至辽宁舰航母附
近，随航母行驶了1小时左右离
去。

美军一架空中加油机在密西西比州坠毁美军一架空中加油机在密西西比州坠毁 至少至少1616人死亡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2017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
人数量保持较快增长，机动车比
去年底增加938万辆，机动车驾
驶人增加1381万人。据公安部
交管局统计，截至 2017年 6月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04亿
辆，其中汽车2.05亿辆；机动车
驾驶人达3.71亿人，其中汽车驾
驶人3.28亿人。

全国有49个城市的汽车保
有量超过100万辆，23个城市超
200万辆，北京、成都、重庆、上
海、苏州、深圳6个城市则超过
了300万辆。

自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

国私家车月均增加164万辆，保
持快速增长趋势。截至6月底，
我国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1．
68亿辆，其中私家车就达到 1．
56亿辆。此外，截至6月底，全
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2273 万
辆，2017年上半年载货汽车新注
册登记量达156万辆，为历史最
高水平。

在驾驶人方面，驾龄不满1
年的驾驶人有 3217万人，接近
驾驶人总数的 9％。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机动车驾驶人数量
超过 1000 万人，其中广东、山
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6省驾
驶人数量超过了2000万人。

上半年全国新增机动车938万辆
49城保有量超100万

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
电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空中加油机10日在密西西比
州利福勒县坠毁，造成至少
16人死亡。美国海军陆战队
发言人伯恩斯当天证实，坠
毁的是一架KC－130型空中
加油机，这名发言人未说明
失事军机从何处起飞。利福
勒县警方称，这架军机坠毁
在利福勒县杰克逊地区以北
约 140 公里处的农田中，警
方已派出直升机。初步调查
显示，失事军机在坠毁前曾
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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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
有雷阵雨，南到西南风 3~4
级，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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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文明城市创建开展的
小广告治理真是解决了我们多
年来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家住
海会新村的杨大妈告诉记者，以
前他们小区每层楼的墙上、门
上，甚至连楼梯上都是密密麻麻
的小广告，而且前面刚清理干
净，后面立马又会有新的冒出
来，真是屡禁不绝。“但是最近这
段时间，我们这小区楼道里一个
小广告也没有了，新刷白的墙上
和门上干干净净，每天上下楼梯
看着这清爽的墙面，感觉很舒
心，心情也更好了。”杨大妈高兴
地说道。

记者在大定船社区和太阳
城社区的居民楼走了一圈，发现
昔日花花绿绿、遍布居民楼的小

广告的确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干净整洁的墙面。在海会新
村一些单元楼的一楼和二楼之
间的墙面，还变成了绘有邻里守
望、家风家训等公益广告的手绘
墙，看着令人赏心悦目。“我们社
区大部分是开放式的老旧小区，
以前每层楼都贴满了各种小广
告，住户都很讨厌。社区每月安
排十多人在小区里专门清理，怎
么也清不干净，真是无可奈何。”
大定船社区党委书记蒋成平介
绍说，“不过这次结合文明城市
创建，全市对小广告采取有效措
施整治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小
广告的数量大幅减少。”

蒋成平表示，现在社区居民
楼内的小广告乱贴现象大为好
转。只是偶尔会在电线杆、垃圾
桶、下水管道上发现一些小广告
乱贴现象。对于这些偶尔出现
的小广告，他们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也是发现一起，及时处理
一起。而且社区的一些居民也

都主动加入小广告打击、清理的
行列，尤其是海会新村北大门 5
号的居民，积极主动清理、追查
小广告，使得这幢楼常年没有一
个小广告张贴现象。“小广告、

‘牛皮癣’的治理，还是需要全
社会大家的共同参与。”采访
中，大定船社区和太阳城社区
的有关人士表示，希望对于小
广告的整治能够堵、疏结合，
使整治成效能持之以恒保持下
去。另外，针对目前在电线
杆、背街小巷、城中村等处出
现的一些小广告“抬头”现
象，能够进一步加强整治力度。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公
安部门针对城市“牛皮癣”这
一顽症，立足“打”，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组织警力重点对非
法张贴小广告高发点进行人巡+
视频巡、白天+黑夜的治安巡逻
守控，并全面发动社区居委会
参与联防联控，形成了一张立
体的全时段巡逻防控网络，全

力挤压非法小广告生存空间。
截至目前，依法行政拘留15名非
法张贴“小广告”人员，收缴小广
告5万余张；加强源头治理，组织
派出所配合街道、居委会、城管
等部门，深入城区各小区、主要
干道、主要路口、车站、标志性建
筑等地方，对上面张贴的小广告
手机号码分门别类地收集、汇
总、登记。同时，在市文明办牵
头下，会同城管部门，联名向移
动、电信、联通三大通讯运营商
发了《关于停止相关号码通讯服
务的函》，对前期收集汇总非法
张贴小广告的803个手机和固定
号码停机，清除了城市“牛皮
癣”的病根。

在打击整治的同时，公安
部门还兼顾群众日常生活需
求，做到“堵”与“疏”相结
合，开辟规范张贴渠道。积极
会同街道、社区居委会在各小
区进出口或人流量大的地段，
设立便民信息栏方便市民发布
便民信息，引导便民合法广告
有序规范张贴。目前已安装便
民服务栏118块。此外，还设立
了公开举报电话，引导群众对
非法张贴小广告进行监督、举
报，营造了全社会遏制非法张
贴小广告的浓厚氛围，累计收到
群众举报线索 8条，落地查实抓
获违法行为人2名。

“打击非法小广告虽然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这项工作仍任
重道远。”市公安部门有关人士
表示，他们将继续发挥职能作
用，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全力
整治城市“牛皮癣”“小广告”等
违法行为，还群众一个干净、整
洁的城市环境。

（张斌 国禹 忆严 文/摄）

城市“牛皮癣”无立身之处
——“创建文明城 身边看变化”系列报道之十八

蜜桃敬孤老
昨天，云阳街道民政科与开发区八分饱餐馆、八佰伴胡同餐馆联合开展为福利院孤寡老人献爱心

活动，他们特地去杏虎村购买了100箱水蜜桃赠送给云阳街道福利院的孤老，让老人们品尝一下本地
特产。(冯国华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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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用“钱包纸”
传递信息获救

4版

误入传销组织被限制人身
自由，外地年轻女子何某用一
张5元纸币包着“求救信”扔出
窗外。日前，开发区派出所根
据群众报警，成功将何某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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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超市里面养狗
卫生如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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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５分到２元
甘蓝升值记

6月底，山东潍坊菜农地里
收购价约5分钱一斤的甘蓝，历
经辗转至北京的大超市，一斤售
价超过2元。

从山东潍坊到北京大约有
1000里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
餐桌，蔬菜销售需要经过多少道
环节？价格是如何一步步涨起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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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承认
头目巴格达迪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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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瘾君子”
自当“反面教材”

“他们告诉我‘溜冰’可以忘
记烦恼，其实是看中我的那笔赔
款，引我上瘾，让我拿钱‘请吸
’……”在“6·26国际禁毒日”这
天，浙江省云和县脱毒人员蓝伟
明自愿走上中山社区市民学校
的讲台，现身说法，开启了他戒
毒反毒的人生新篇章。

16版

电视剧《军师联盟》
演技获赞剧情被疑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
盟》（简称《军师联盟》）上部本周
即将收官，该剧从曹魏的全新视
角切入，抒写了魏国大军师司马
懿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勾勒出
一个波澜壮阔的三国英雄时
代。《军师联盟》自开播以来便圈
粉无数，豆瓣评分达8.3分，尤其
是吴秀波、于和伟、王劲松等一
众演员的精湛表演获大量网友
点赞，但剧中某些与史实不符的
剧情也引发了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