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安大队今年以“暖企惠民”大走访
为契机，加强沟通，了解社情民意，多方
征询对治安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明确
今后努力的方向，落实整改措施，切实促
进了各项工作。治安大队党支部先后认真
开展“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警思”
教育活动等，浓厚警营廉政文化氛围，强
化民警纪律规矩意识，切实将党风廉政建
设推向深入。根据市公安局“讲政治、守
规矩、严纪律、优警风”集中学习教育活
动的要求，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民警
的政治观念和严守纪律的自觉性，进一步

巩固了“四个意识”，优化了工作作风，全
面加强了自身队伍建设，筑牢为民服务的
思想根基。

加强队伍建设 筑牢民警思想根基

今年以来，治安大队把打击食药环犯
罪作为关注民生、回应民声的重要举措，
通过完善队伍、联动、侦查和情报“四大
机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
取得了阶段性打击成效。今年10月，治安

大队经过分析研判、秘密经营、周密部
署，成功破获系列涉嫌盗窃家禽家畜案。
今年4月28日下午5时许,市民骆某向警方
报案,称其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不见了。
民警调查后发现,该狗于4月26日被两名合
骑一辆摩托车的男子药死后盗走。通过进
一步调查发现,两名男子于当日在城区及郊
区盗窃了十余条狗。案发后，治安大队组
织警力50余人，历经数月时间，先后在镇
江市区、句容市、徐州市区抓获了钱某、
孙某某等毒狗、药狗并销售狗肉系列团伙
案的 15名成员，涉案价值 20余万元。此
外，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共查处娼赌刑事
案件 76起，公诉 95人，治安处罚 816人，
捣毁赌博机窝点 22个，收缴赌博机 1520
台；侦办食药环案件53起，公诉38人。

关注民生热点 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治安大队围绕市委、市政府“创则必
成”的目标，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切实
做好打击娼赌、犬类管理、校园整治等工
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助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顺利通过。坚持“露头
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自今年 8 月
起，强化歌舞娱乐、电子游戏、洗浴按
摩、棋牌室等娱乐服务场所的旅馆业以及
私房出租户等易发案场所的治安管控，严
厉打击涉赌涉娼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净

化社会治安环境，群众安全度、满意度大
幅提升。特别是历经4个月，成功端掉捣
毁韦某某等3人盘踞丹北镇为窝点，辐射
我市各乡镇及邻市摆放赌博机的犯罪团
伙，查处赌博机摆放点50余处，收缴赌博
机200余台。在创建过程中，治安大队强
化犬类规范管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起草
了《丹阳市市区犬类管理办法》和《关于
丹阳市养犬重点管理区个人禁养品种的公
告》。同时，联合城管局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播放视频短片的形式，全面推进犬类
管理和文明宣传，进一步规范养犬行为，
切实营造了市民文明养犬的良好氛围。创
建期间，累计收养流浪犬、无名犬200余
只，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管理。另外，治安
大队紧盯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切实增强
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会同相关职能部
门，对校园周边娱乐场所予以取缔，对校
园物防、技防、人防开展检查，同步强化
护学岗警力配备，确保校门口及接送点周
边秩序井然。

借力文明创建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优化群众工作 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治安大队坚持“群众满意”这一根本
标准，进一步深化公安作风建设，不断顺
应群众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管
理职能。在全局20个派出所中均建立了相
应的微信服务公众号，138位社区民警建
立了以社区警务室命名的工作微信号，每
周各派出所微信公众号均向辖区内关注的
粉丝群发送最新工作动态和公安时事新

闻，每个社区民警及时用工作微信号在朋
友圈转发以上内容，形成了新的公安宣传
网络。建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户口登
记管理制度，落实民警办理户籍事项终身
负责制。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已办理户口
迁移 15656 份，受理群众户口变更 27201
份，接待群众办理身份证件 44944份，临
时身份证8179份。紧抓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等有利契机，大力推进入户送证便民服务
措施，管理工作从“单纯型”向“服务
型”转变，建立健全长效、动态管理机
制，进一步增强流动人员归属感，始终将
服务人民融入日常工作各个环节。今年市
公安局新登记暂住人口126557人、房屋出
租户8364户，注销流动人口153369人、房
屋出租户 19771 户，主动变更流动人员
211834人、房屋出租户3339户，有效地保
证了数据的及时性、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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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担当作为 深化效能服务治安
大队

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主要承担着全市治安管理方面的工作，
包括：户籍管理，特种行业和场所管理，危险物品监督管理，技术
防范管理，治安案件查处，大型活动安全保卫和群体性事件处置，
经济文化和内部单位保卫等。今年以来，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在

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和全
市其他部门的协作支持下，坚持超前谋划、超常运转，通过强化组
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实行连轴运转等措施，圆满完成了一项项
工作任务，有力维护了丹阳一方的社会稳定和治安安定。

强化安全监管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治安大队以五项基础攻坚、大排查大

整治为抓手，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分析研
究，有效加强了全市各行业场所的治安管
控，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和
治安乱源，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重点
突出对危爆单位的安全检查，组织专门检
查组对全市229家涉危涉爆单位全面开展
检查。经过多轮地毯式安全检查和有重点
的抽查，共排查重大安全隐患7处，一般
隐患 22 处，下发整改通知 25 份，暂停 4
家。治安大队会同各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所
有内部单位、学校、寄递物流企业坚持不
间断的开展安全检查，重点对全市政府机
关、水电煤气、大型寄递物流集散中心等
35处重点部位开展了更加严格细致的专业
性安全检查，督促指导单位内部加强人
防、物防、技防，落实“三个100%”等安
全管理工作。通过检查，排查出重大安全
隐患7处，下发整改通知18份。坚持对旅

馆逐家网上巡查和实地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通报，对拒不落实实名登记的旅馆，坚
决依法查处；通过建立“旅馆业微信群”，
不间断的在群里滚动发布实名登记要求，
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处罚情况在群里
予以通报，警醒其他业主。通过检查，共
排查旅馆业一般安全隐患56处，下发整改
通知36份，行政处罚15家，关停3家。

加强治安防范 让“防控网”越织越牢

今年以来，治安大队多措并举，积极
行动，严格社会面的管控，强化治安防
范，编织了一张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社
会治安状况进一步改善，群众安全感明显
提高。

自从我市被全国“三电”办列为全国
盗窃破坏“三电”设施违法犯罪挂牌重点
整治地区以来，市公安局坚持打防结合、
标本兼治的方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强力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明显成
效，重点整治地区治安面貌得到明显改
观，先后摧毁盗窃破坏“三电”设施团伙
数个，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十人，查处收购
废旧金属收购站点8个。

在校园安保方面，各派出所、交警部
门派出足够警力深入中小学和幼儿园，全

力维护治安、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地做到
校园周边“见警察”、“见警车”、“见警
灯”，切实提高师生、学生家长的安全感。
对校车管理采取“零容忍”态度，期间，
辖区派出所、交警中队主动协助镇政府、
交管部门超前做好沿线村庄争抢校车停靠
点的矛盾纠纷工作，严肃查纠非载客车辆
接送学生以及校园周边超员、超速、带

“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交通
安全。

为确保全市金融网点治安秩序基本稳
定，警方对自助银行实行夜间专业巡防。
自实施夜间自助银行专业巡逻以来，巡逻
队现场拾取银行卡、身份证等25张，拾取
遗留电脑、手机、包裹等物35件，发现处
置滞留人员46起，致使抢劫自助银行取款
客户的案件得到有效遏制，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果。同时，警方不但加强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大堂保安配备，加强银
行业金融机构整体防范能力，而且在网点
门外安装视频监控，既对犯罪分子起到了
威慑作用，也为公安部门获取破案线索创
造了条件，有效地遏制了盗抢案件的发
生。此外，通过和银行合作，进一步遏制
多起电信诈骗案件。

丹阳警方在线微博二维码丹阳公安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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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电 没能用冠军
为 2017年征程画上句号，丁宁感
觉有点可惜。不过这位已成就“全
满贯”伟业的中国乒乓球“一姐”如
今看待胜负，更多了一份淡然。

“你是人不是神，也会去面对
失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19日
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瑞典公开
赛结束后，丁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

“更全面看待对手和比
赛”

瑞典公开赛是丁宁时隔近五
个月再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决
赛前的四场比赛，她用三个4：0和
一个4：2晋级，还不乏半决赛横扫
日本头号女单石川佳纯的好戏，不
过她还是在决赛七局苦战过后输
给了年轻的队友陈幸同。

全运会后丁宁一直未得到系
统训练，她看重个人竞技状态在一
场场比赛过后的提升。“这次来瑞
典参赛，也是想借助这项公开赛，
让自己慢慢找到一种比赛和在场
上对自己把控的感觉，更好地让自
己投入到竞技状态的恢复中。”丁
宁说，虽然输掉决赛有些可惜，但
整个过程自己的表现一场比一场
要好。

在丁宁看来，如今她对自己的
把控、看待比赛和对手要比原来更
全面，更能看透一些东西。

或许这是里约奥运会摘金、成

就“大满贯”后的一种必然。近一
两年丁宁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
想，一旦疲劳就会有些反应。现在
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将伤病控制
在可控范围内，避免“覆水难收”，
合理分配精力和体力，调整好训练
与比赛的关系，这才能更好地延长
运动寿命。

“更理性面对胜负和冲
击”

决赛站在对面的陈幸同比丁
宁小了7岁，冲击力更足，扣杀更凶
狠。这位20岁小将在斯德哥尔摩
度过了梦幻般的一周，平野美宇、
陈梦、朱雨玲、丁宁都败在她的拍
下。丁宁认为，乒乓球是一项互相
牵制的运动，自己发挥得不好，没
有给对方更多压力，对手就会有更
好发挥。“她（陈幸同）已经发挥了
最高水平，和我打没有任何心理负
担，完全去拼。”

毕竟处于伤病后的恢复期，丁
宁更愿意从失利中看到积极一
面。她说，整体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自己没有放弃，一直想办法与对手
周旋，这是自己想要的。

谈及陈幸同等后起之秀的冲
击，丁宁说：“中国乒乓球队有更多
具有冲击力的年轻队员出现，说明
后继有人。他们都是未来的希望，
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甚
至‘大满贯’，从队里来讲这是好
事。”

“很多年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去
冲击王楠和张怡宁。现在是非常
好的时期，没有任何压力。你输
球，发挥出很高水平，大家也会给
你很高评价；被冲击者如果输球，
大家就会觉得你不行或被淘汰掉，
赢了就是应该的，因为本身就比别
人强，名气大，练的年头多。”

“对我自身而言，我并不会觉
得有太多影响。现在我会更加理
性地看待胜负。”丁宁说，“你是人
不是神，也会去面对失败，这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自己
内心怎么想的，又怎么做的，只要
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圆满的2017年可打90
分”

瑞典公开赛是丁宁在2017年
参加的最后一项国际赛事，本站过
后她将继续投入到乒超联赛的训
练和比赛中。

2017年丁宁在杜塞尔多夫世
乒赛上赢得女单、女双两项冠军，
还在全运会上摘得女单金牌，实现
了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和全运
会的“全满贯”。

丁宁说，世乒赛、全运会都是
她非常渴望拿到的冠军，自己在
2017年完成了所有梦想。被问及
给 2017年表现打多少分时，这位
国乒女队队长思考片刻后给出了
答案：“90分吧。”

11月20日，范冰冰转发了
一条网友的微博，内容是购物网
站上商家声称的“范冰冰同
款”。图片其实就是把商家卖的
衣服PS到范冰冰的身上，并不
是真的冰冰穿过的同款，而且款
式大多鲜艳俗气。

范冰冰转发说道：“呃……

那个……能不能别给我乱（ps）
穿衣服，说真的，我也是要面子
的。好吗？”无奈又可爱。

网友评论道“这些衣服 p
上你的脸，感觉立马提升档次
了诶！”“李晨看了想打人！”

“哈哈哈哈哈，怪你过分美
丽！”（综合）

刘嘉玲和梁朝伟在一起多年
仍恩爱如初，感情甜蜜令人称羡，
两人结婚后没生孩子，据悉是男
方不想要。未料，大陆名嘴宋祖
德日前爆料刘嘉玲已经怀孕 2个
月，消息在网上疯传，当事人虽没
正面回应，但事后即在微博发文，
似乎话中有话。

刘嘉玲近来投入新版《半生
缘》的拍摄，日前她在微博PO出
剧照，并引用张爱玲原著的一段
话，其中一句：“但那痛苦似乎是
她身体里面唯一的有生命力的东
西……”，就像在回应怀孕传闻，
暗示自己根本没怀孕。

剧照中，刘嘉玲穿着贴身旗
袍，身形依旧纤细，一点都不像有
孕在身的样子，19 日她还 PO 出
和一群舞者练舞的合照，可见不
是怀孕的状态。（综合）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版
《流星花园》准备开拍，由偶像剧
教母柴智屏重掌制作人，传出斥
资台币 7.2 亿元（约人民币 1.6
亿），主要选角阵容包括全新F4、
杉菜人选正式公开，颜值获得网
友肯定。紧接着该剧是否会找
来前作的F4、大S回归，受到各
界好奇，最新消息爆出，道明寺
的妈妈或姐姐会是走红两岸的
小S。

据报道，小S在《流星花园》
宣布翻拍后，在微博大喊“我想
演！”，且直呼想演杉菜，也在节
目中扮装，结果被网友笑称年纪
可以当道明寺的妈。没想到她
真的被柴智屏相中演出，对此经
纪人回应确实收到邀约，但是细
节和演出角色尚不能透露。

原作道明寺司的母亲“道明

寺枫”是作风严厉的企业家，左
右儿女的终身大事，要孩子屈服
企业联姻，因此和儿子为了杉菜
多次对立。台版第一代妈妈是
甄秀珍，后来修行佛法息影，当
时年纪41岁；姐姐“道明寺桩”则
是已故演员徐华凤演出，小S现
年39岁，且本身也是豪门贵妇，
不过平时走亲和搞笑路线，直率
个性深获两岸观众喜爱，如何演
出道明寺妈妈的独裁气势，势必
成为新版一大看点。

新F4四位成员官鴻、王鹤
棣、梁靖康、吴希泽日前正式公
开。这四位演员平均年龄 21
岁、平均身高 185厘米，是三大
经典版剧集中平均年龄最小、平
均身高最高的F4组合。而新版
杉菜的饰演者也定了《致我们单
纯的小美好》女主沈月。

七局苦战后输给年轻队友

丁宁：“更理性面对胜负和冲击”

刘嘉玲《半生缘》剧照

刘嘉玲被曝
怀孕2个月
疑用《半生缘》原文回应

购物网站PS“范冰冰同款”

范冰冰：我也是要面子的

小S确定接演新版《流星花园》
出演“道明寺”家人

18日，吕城镇运河武术指导站成立三周年暨《美丽的吕
城》大型广场文化系列活动拉开帷幕。镇政府有关领导、武
术指导站成员和当地村民欢聚一堂，回顾指导站三年的辉煌
历程，总结经验、成绩，并对今后的发展进行展望。

（王国禹 吕宣 摄）

活力大亚 聚力拼搏
11月15日，大亚集团举办职工排舞比赛，来自集团下属

企业的11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队员激
情高昂，竞赛精彩纷呈。图为排舞比赛现场。

（彭跃根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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