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历十九大·方美芳

每日说“心”词

本报讯 安全稳定工作连
着千家万户，宁可百日紧，不可
一日松。近日，陈可可、黄春年、
赵志强等市领导分赴各个联系
镇（区、街道），督查推进全市安
全稳定工作。市委书记陈可可
要求各地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
守土尽责，将安全稳定工作做到
细而又细、实而又实，肩负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
任，全力以赴抓安全、保稳定、促
和谐，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
接党的十九大。

10 日上午，市委书记陈可
可带领市委办、信访、城投等部
门来到延陵镇，听取了该镇关于

安全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督查
中，陈可可指出，党的十九大召
开在即，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是当
前第一政治任务，全市各镇（区、
街道）、各部门要全面把握当前
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强化问题导
向和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高度
警惕、高度负责，时刻绷紧安全
稳定这根弦，集中排查整治突出
问题，努力消除各类隐患。陈可
可强调，只有以高度的责任意
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勇于直面
挑战、善于解决问题，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才能提高对各
类矛盾风险的发现、防范、化解
能力，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安全稳定工作能否做细做
实，关键在于责任能否落到实
处。陈可可说，做好安全稳定工
作，要落实好领导责任，尤其是
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
具体抓、科室负责人跟踪抓的工
作机制，从而全面落实企业的主
体责任；要在大排查的前提下，
以问题为导向，紧紧抓住主要矛
盾、关键环节，坚持抓早抓小抓
苗头，并就重点问题进行专案处
理，通过能化解的立即化解、边
化解边稳控和有针对性解决问
题等措施，切实做到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全力做到“三个确保”，
把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日前，市长黄春年带领市府
办、信访、人社等部门负责人赴
珥陵镇就做好十九大期间安全
稳定工作进行专门督查。黄春
年要求，各镇（区、街道）、各部门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确保完成“两个绝
不能”和“三个不发生”；履行好
属地责任，加强重点人员的管
控，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
题发生，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
解决，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相关部门做好政策解释工
作，与镇（区、街道）密切协作、相
互配合，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曾丽萍）

全力以赴抓安全保稳定促和谐
市领导分赴各联系镇（区、街道）督查推进安全稳定工作

金秋时节，走进开发区前
马陵村，村头成方连片的田里
水稻长势喜人，散发出淡淡的
清香。正在田头查看水稻生长
情况的魏国良告诉记者，由于
播期早，今年他种植的“南粳
46”到 10 月底就可以收割了。
自 2013年以来，通过围绕农业
供给侧改革主动对接市场，不
断优化品种，他的农业种植之
路正越走越宽。

47 岁的魏国良是前马陵
村村民，之前一直从事鞋底制
作生产。“我原先不会种地，都
是父母帮着种，开发区农村工
作局的技术员也经常来指导。
我还与附近的农机合作社合
作，购买他们的农机服务。”魏

国良告诉记者，原先种出来的
粮食，都是直接卖给粮管所，或
是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那些
稻米价格都是人家定，自己没
有话语权，加上前期投入大，所
以前几年种粮并不赚钱。”

2016年，面对国内稻谷市
场价格走低的状况，魏国良与
远在珠海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的
弟弟取得联系，将自己加工的
优质新米做成小礼盒发到弟弟
的单位，让其同事和客商品尝，
结果反响很好。一些澳门客商
对丹阳新米也赞赏有加。此
后，魏国良接到了多个“订
单”。去年，他种植了 90 亩优
质水稻，其中，南粳 9108 面积
70余亩、南粳 46面积 20亩，两
种优质稻米经加工包装后，以
每公斤 9 元~12 元价格全部被
珠海、澳门及上海等地客商订
走。“我家的稻米生长周期长，
品质好，那些客商吃惯了我家
的米，觉得好吃，前几天还有人
打电话来问今年的新米什么时

候能有呢！”
如今，魏国良不仅掌握了

水稻生长习性，对消费者在稻
米口味需求方面也有了更多了
解。魏国良说，正是围绕市场
不断调优品种结构，生产的稻
米才受到市场青睐。目前，魏
国良已着手改进稻米包装，还
将申请无公害认证和商标。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
扶持家庭农场，我以女儿的名
字注册的‘小丫家庭农场’已在
去年 6 月拿到工商营业执照。
现在，大学毕业的女儿也参与
进来了，我要带领她一起在田
野上创业创新，使她成为一名
有知识、懂经营、善管理的农场
主和现代新型农民。”魏国良信
心满满地说，今后，他们父女俩
将做大做强优质稻米及农产品
销售文章。同时，带动周边种
粮大户，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
术、统一加工销售，打响特色稻
米品牌，让更多地产优质稻米
打入高端市场。（须俊 佩玉）

强化责任担当
做好扶贫工作
我市收看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市召
开经济薄弱指标暨欠序时进度项
目督导推进会，就薄弱指标和欠
序时项目如何补短板、找办法出
谋划策。市领导赵志强、刘宏程
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发展
形势，我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一着不让抓项目，全力以
赴促转型，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
业应税销售、工业用电量、固定资
产抵扣等支撑指标较去年均有较
大幅度增长。但对照镇江目标和
周边辖市（区），我市地区生产总
值、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工业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等指
标处于薄弱环节。

市委副书记赵志强在会上指
出，各镇要在思想上更加重视薄
弱指标和欠序时项目，既要出“实
招”，也要出“巧招”，充分利用最
后一季度冲刺全年目标；举措要
更加扎实，当好“店小二”抓好相
关服务，重点围绕今年目标做好
调度，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赵
志强说，当前，既是今年目标的冲
刺节点，也是明年目标的谋划节
点，各镇和部门要在工作中更加
主动，力争为今年工作收好尾、为
明年工作开好头。

副市长刘宏程就立足当前抓
好指标、立足长远抓好项目提出
具体要求。 （蒋玉）

连日来，公安局紧紧围绕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
定社会环境的工作主线，把各项安保任务细化到每个部门、每个
岗位，扎实做好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图为该局巡特警大队
安排警力在街头巡逻。 (张斌 萧也平 摄)

岗坡田里喜种“订单粮”
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品种，魏国良的农业种植之路越走越宽

咬定全年目标
不放松
我市再推进经济薄弱指标暨
欠序时进度项目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省召
开全省脱贫致富先进典型表彰电
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
李强、省长吴政隆对扶贫开发工
作的批示精神，表彰全省脱贫致
富奖和扶贫济困奖获得者。市领
导赵志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丹
阳分会场收听收看了活动。

会议指出，多年来，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社会
各界积极投身扶贫开发事业，去
年已实现 70 多万困难群众的脱
贫，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事迹感
人，催人奋进。 此次评选表彰的
23名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就
是新时期我省扶贫开发领域的优
秀代表。

据初步统计，我省还有近
200万低收入人口尚未脱贫。会
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强化
责任担当、使命意识，多方联动，
确保各项帮扶政策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要结合实际，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紧盯最困难的地方，瞄准
最困难的群众，集中力量解决本
地区重点和难点问题；要帮助经
济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激发内
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帮助他们
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贫困，改变
命运；要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贷
款政策，加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和农民创业培训，支持薄弱地区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要凝聚强大
合力，加快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开发的平台，整合各方资源，进
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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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特地约请十九大代表方

美芳与本报记者蒋玉保持密切

互动，以每日说“心”词(心中最

想说的一个关键词)的方式，通

过丹阳日报全媒体平台，向全

市人民传递自己参加盛会的所

做、所思、所感、所悟、所得，从

而帮助全市人民更加及时准确

地了解、理解十九大精神。敬

请关注。

随着火车离北京越来越
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越
来越激动。这不是我第一次来
北京了，但却是我肩上的责任
最重的一次，因为这一次，我是
带着全市五万多名党员和全市
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来的。

15日，我和全省其他70名
十九大代表齐聚省会南京，入
住了南京东郊宾馆。

昨日10:03，我坐上了复兴
号G2次列车，踏上了北上的路
途。刚刚上车没多久，四届老
党代表、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民就为我们
讲解了历届党代会的注意事
项，这也令我对庄严的十九大
更加神往。

更令人惊喜的是，省委书
记李强也来到了车厢，给大家
加油鼓劲。听着李书记对我们
的殷殷重托，我既激动，同时责
任感也更强了。虽然在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时见到过李书记，
但是这次见到李书记，身份不
同，肩上的担子也不同了。

一路上，大家都欢欣鼓舞、
激情满怀，纷纷畅聊国家的变
化、江苏的变化、每个人身边发
生的喜人变化。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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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商业信息
●承接健身设施塑胶场地、各类塑胶球场及健
身房的方案、营造 、维修、翻新。18605241188景

出售信息
●市中心70m2旺铺低价出售，18260608982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普善厂房5300m2，双层，水电全，18605252727

出租信息
●原横塘国土所办公大楼东侧场地约
1300m2和7间平房出租，联系：86951812
●有 3800m2 标准厂房带行车出
租，联系人：王先生13806106815

遗失信息

●丹阳鼎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
14份，号码：43050137~43050150，
声明作废。
●江苏众力流体装备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4547501，声明作废。
●孙心怡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
生证，学号：141405516，声明作
废。
●王丝络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
生证，学号：141405503，声明作
废。
●王啸天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
生证，学号：141405101，声明作
废。
●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原财
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束义树遗失丹阳市丹北镇新
焦点广告图文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08030087，副 本 ：
321181000201508030090，声明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芒果音乐会所
娱乐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编
号：丹文市025，声明作废。
●陈传康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3016007728，声明作废。
●袁志习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504100281，声
明作废。
●丹阳市建南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1973002，声明作废。
●丹阳市里庄乔庄农机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603310137，声明作
废。
●杨锋利遗失丹阳市丹北镇江
滨沐浴休闲中心营业执照副本，
编 号 ：321181000201309130062，
声明作废。
●丹阳市珥陵镇天耘家庭农场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于德洪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江滨村四组、丹房权证字第
060407号房产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10月13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马秀女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云阳镇九房村第九组，地号：
06-9-39 土地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9月25日

我中心依据丹阳市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 [（2016）苏 1181 执恢
240 号]及执行裁定书（2016）苏 1181
执恢 240 号。并依照《土地登记办
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请王新华在 2017年 10月 30
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动产权相关过
户手续。如果上述当事人逾期不到，
我中心依法将坐落在丹阳市海宇花园
12幢 1单元 101室及 7#-9号车库的
房地产过户至杨铭名下，原初始登记
证：20095246、20071149号；土地分割
证 81124124002124022000001、
81124124002124021900049 号同时废
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9月30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电 据十九大新闻中心官方网站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定于2017年10月18日上午9:00在人民
大会堂大礼堂举行。

十九大将于18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内罗毕10月16日
电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区
14日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已造
成至少276人死亡、约300人受
伤。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
造了这次爆炸袭击事件。当地
媒体报道说，这起爆炸袭击事件
是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所
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当地
经常为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等
提供住宿的萨法里酒店。

索马里首都汽车
炸弹袭击死亡人
数升至276人

朴槿惠律师
集体辞职
朴槿惠:今后就按法官意思审

新华社长春 10 月 16 日电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首批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
车16日下线，预计将在12月份运
抵美国，成为首次登陆美国市场
的国产轨道交通装备。

该型列车未来将在波士顿开
跑，承担当地地铁运营任务。“长
客造”波士顿地铁，是国内首批依
照美国标准生产的地铁车辆，车
辆结构强度、控制安全、质量管理
体系等方面均采用美国标准。

美国作为全球公认的轨道交
通高端市场，在技术、本地化、法
律等方面都有极高要求。2014
年 10月，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中标
284 列波士顿红线和橙线地铁，
这是中国轨交装备企业在美国面
向全球的招标中首次胜出。

阿富汗警方14日晚截获一
辆满装炸药的汽车，司机在被捕
前曾试图强行通过警方设立的
路障，阿富汗就此挫败一个在首
都喀布尔制造汽车炸弹袭击的
阴谋。

阿富汗首都在五月底曾发
生过造成 150人死亡的汽车炸
弹袭击惨案。在此背景下，阿富
汗警方14日晚间在被扣车辆的
番茄纸盒中发现掩藏了包括两
枚填充了 500公斤炸药的炸弹
等大量爆炸物。

15日，发自喀布尔的最新
报道指出，阿富汗官方尽管还
没有透露任何与此相关的进一
步信息，但有警方渠道消息说，
如果这辆车上的炸药发生爆
炸，破坏威力甚至有可能超过
5 月 31 日发生的血腥袭击事
件。喀布尔就此躲过了一场血
腥杀戮。

（综合）

阿富汗警方截获
满装炸药汽车
喀布尔躲过一场血腥杀戮

“中国制造”地铁
将首次出口美国
首批列车下线

16日，因不满法院13日延期
拘捕朴槿惠的判决，朴槿惠辩护
律师集体表明辞意。律师团称，

“任何为被告人（朴槿惠）所做的
辩护都已经没有意义。”当天，朴
槿惠直言自己和律师都“深感无
助”。她说，“对法官的信任已经
没有意义，今后就按照法官的意
思审吧。”（综合）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全球多国科学家16日同步举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人类第一次
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
的引力波，并同时“看到”这一
壮观宇宙事件发出的电磁信
号。

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7 日 8
时41分（北京时间20时41分），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捕捉到这个引力波信
号。此后2秒，美国费米太空望
远镜观测到同一来源发出的伽
马射线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使用引力波天文台和电磁
波望远镜同时观测到同一个天
体物理事件，标志着以多种观
测方式为特点的“多信使”天文
学进入一个新时代。

LIGO 项目组在美国华盛
顿发布这一重大发现。中国、
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科学家
也各自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
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等学
术期刊上。

引力波是由黑洞、中子星
等碰撞产生的一种时空涟漪，
宛如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
纹。百年前，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
直到2015年人类才首次探测到
引力波，3名美国科学家因此获
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 8 月 17 日的事件中，全
球约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从
红外、X射线、紫外和射电波等
波段开展观测，确认引力波信
号来自距地球约 1.3 亿光年的
长蛇座内NGC4993星系。

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
员金志平参与的国际团队，通
过对此次引力波光学信号的观
测和光谱分析，首次提供确凿
证据证实，中子星合并是宇宙
中金银等元素的主要起源。金
志平说：“这就是宇宙中的‘巨
型黄金制造厂’。”

从古人单凭肉眼仰望星
辰，到伽利略第一个将天文望
远镜对向星空，人类曾经观察

宇宙的唯一方式就是光线。但
这种观测不仅受到天气条件的
约束，所获得的信息也受到可
见光载体的限制。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
渐认识到在可见光之外，宇宙
中还存在 X 射线、无线电波等
看不见的电磁波。通过探测它
们，可以触摸到宇宙这只“大
象”的另外一些方面。比如黑
洞的引力让光线也无法逃脱，
人们无法看见黑洞，但是它会
释放出很强的 X 射线，让天文
学家得以分析黑洞的若干性
质。

引力波是与电磁波本质不
同的物理现象，虽然百年前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预言了
引力波的存在，但由于相关信
号非常微弱，直到 2015 年才由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第一次探测到由双黑
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

本次 LIGO 项目组宣布发
现的引力波，来自距地球约 1.3
亿光年处的双中子星合并。与
黑洞合并只产生引力波不同的
是，中子星合并除了产生引力
波外，还发出了大量的电磁
波。对于这次事件，全球约 70
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从红外、X
射线、紫外和射电等波段进行
了观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人类同时探测到来自同一
个天文事件的引力波与电磁
波。

人类首次发现双中子
星碰撞出的引力波
中国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家想象的双中子星合
并时发生的猛烈爆炸。扭曲的
时空网象征着爆炸发出的引力
波，上下两道光柱代表的是在
发出引力波仅几秒钟后会喷射
出的伽马射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