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孩子订一份《丹阳日报》

气质需要从小培养、格调需要从小培
养。
报纸，无疑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个非
常好的窗口，可以了解新闻及各类有
趣的知识，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知道
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什么。

给父母订一份《丹阳日报》

爱看报的老人思维更敏捷、头脑更灵
活。
父母老了，眼睛花了，玩不好微博微
信，传统的阅读方式最适合他们。当
年，父母培养你耗尽了心血，现在给
他们订一份报纸，送一份关怀，每天
等待送报人带来纸墨香的老人也多
了一份精神寄托。

给自己订一份《丹阳日报》

网络上的信息虽然多，但更多的是浅
阅读。我们把一切碎片时间，都给了
消遣，值得吗？报纸的深层阅读，不
仅是传递信息，更传递着一种方向。
所以，每天留下一点时间看看《丹阳
日报》，看看咱身边事、身边人，一定
会有很多收获。

因为看报会让你更聪明！
敲黑板、敲黑板。都知不知道啊！
手机会毁灭你的专注，而纸质阅读才能让你专注与深思。
从报纸上可打捞被网络忽略的精品。
读书看报能培养你的独到和主见。
阅读严肃的纸媒对劣质新闻有“解毒”作用。

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社交泛滥的时
代。手机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但不应成为拐杖、枷锁。

所以，
我们需要
订一份报纸，订一份属于我们丹阳人自己的报纸！！！

每天不到8毛钱，《丹阳日报》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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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
查推选活动结果 7日在京发布，
成都、杭州、宁波等城市入选。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
查推选活动由新华社《瞭望东方
周刊》、瞭望智库共同主办，迄今
已连续举办 11 年，累计 9.86 亿
人次参与公众调查和抽样调查，
是目前中国极具影响力和公信
力的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砥
砺奋进·城市中国”为主题，突出
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
在综合实力、公共服务能力、社
会事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等领

域取得的突出成就。自 6 月份
活动启动以来，累计 1395 多万
人次参加了公众调查、抽样调查
和大数据采集。

经活动组委会评审，成都、
杭州、宁波、南京、西安、长春、长
沙、台州、铜川、徐州十座城市被
推选为“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江苏太仓市、浙江慈溪市、
浙江余姚市、江苏邳州市、广东
佛山南海区、江苏昆山市、湖南
长沙县、江苏常熟市、江苏张家
港市、江苏江阴市十座县级城市
被推选为“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县级）”。同时，重庆江北
区智慧城管入选“治理创新范

例”，重庆江津区滨江新城被推
选为“中国生态宜居新城”。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评价体
系由《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城市
评价中心完成。该中心通过十
一年来对城市幸福感的调查研
究，从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等多重角度进行考量，形成涵
盖教育、医疗、收入、环境、公共
服务、安全、未来预期等 16项指
标调查评价体系。同时，调查通
过居民收入、生活品质、城市向
往、旅游向往、就业、生态环境、
治安、诉讼咨询、交通、教育十大
类共 50个指标以大数据采集的
方式进行。

新华社成都12月7日电 西
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
长张水利 7 日就印度无人飞行
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发表谈
话。

他说，近日，一架印度无人飞
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印方
此举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我们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国
边防部队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
度，对该装置进行了识别查证。
我们将扎实履行职责使命，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印度国防部承认其无
人机误入中国境内，系技
术原因

印度国防部北京时间 12月

7 日 15 时零六分发表了一份声
明，回应中国关于“印度无人
机入侵中国领土并坠毁”的谴
责，承认这一事件发生。印度
国防部在回应的声明中称，“一
架印度无人机在印度领土内进
行常规训练时，因出现技术问
题失去了与地面控制的联系，
并跨越了锡金段的实际控制
线。”按照双方的标准协议，印
度边境安全人员立即通知中国
的边防同行定位无人机。作为
回应，中方将印度无人机的位
置等细节回复给印方。目前事
故的确切原因正在调查中。国
防部在声明中说：“印中正根据
双方机构签订的相关协议机制
来处理这一发生在印中边境的
问题。”

新华社乌鲁木齐 12月 7日
电 记者6日从新疆罗布泊野骆
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
解到，按照国家有关保护区的
管理条例，路虎“发现无止境”
活动16辆车非法穿越罗布泊保
护区，参与人员被处以最上限
处罚。

据了解，6日在乌鲁木齐举
行了路虎中国“发现无止境”活
动穿越罗布泊保护区调查会，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与路虎中国管理层、

“发现无止境”活动相关负责人
等参加了会议。

经调查认定，该活动参与人
员共计49人、车辆16辆，罗布泊
段路线经敦煌、三垄沙至彭加木
纪念碑进入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主管
部门可对未经批准、许可进入
自然保护区的机构处以 300 至
10000 元的罚款；对未经批准、
许可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个人处

以5000元以下罚款。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依据规定，对组
织方路虎中国和参与活动的人
员按照最上限进行处罚，对参
与人员每人罚款 5000元。路虎
公司管理层及活动承办方负责
人接受管理局的处罚决定，承
诺将展开自查，并在今后严格
依法开展相关活动。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极度珍稀濒危野生物
种野骆驼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域，也是世界上野骆驼的纯血
统分布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
止一切社会团体或个人进入自
然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等人
类活动。

11 月以来，路虎中国通过
官方渠道发布了多条微博对穿
越罗布泊的活动进行宣传和组
织实施。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于11月28日
从网上了解到此事，随后上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厅，同
时展开调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新华社北京 12月 7日电 记
者7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了解到，人社部近日会同发改委
等12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
地切实做好 2018 年春节前治欠
保支工作，地方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存在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的，
需在2017年底前限时优先清偿。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区要组织各
地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
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

点，加大欠薪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力度，建立清理欠薪工作台账；
要对地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
工程款导致欠薪的，督促地方政
府在 2017 年底前限时优先清
偿；要有效防治因欠薪问题引发

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严格落
实属地监管职责，对监管责任不
落实、工作不到位以及因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引发极端事件和严
重群体性事件的，提请相关部门
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的

责任。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地区要

按照人社部等 12 部门关于开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工
作的统一部署，清理欠薪，确保农
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人社部会同发改委等12部门要求：

各地政府年底前清偿工程款拖欠
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南京等10城获评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印度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
中国边防部队识别查证

壶口瀑布现冰挂美景壶口瀑布现冰挂美景

受持续降温影响受持续降温影响，，近日黄河壶口瀑布出现冰挂美景近日黄河壶口瀑布出现冰挂美景。。

路虎车队非法穿越罗布泊保护区
参与人员被处以最上限处罚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民
政部 7日公布《慈善组织保值增
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其中规定慈善组织为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开展投资活
动时，不得用于直接投资股票、
人身保险产品等12种活动。

根据征求意见稿，慈善组织
可用于投资的财产限于非限定性
资产、在投资期间暂不需要拨付
的限定性资产。慈善组织的投资
行为不能干扰慈善目的实现。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12种禁
止慈善组织开展的投资活动，包
括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直接
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投资人身保
险产品，投资期货、期权、远期、
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用于对冲
风险的除外），将慈善组织的财
产以明显不公允的价格低价折
股或者出售等。

征求意见稿还用专门条款对
投资活动的风险控制进行了规
定，包括投资可行性论证、经常性

关注要求、止损机制、风险准备金
制度、集中度风险防范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规定了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
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基本原则和
相关要求，并授权国务院民政部
门制定具体办法。民政部据此
开展了相关课题的调查研究，征
求了有关部门、专家和慈善组织
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我国拟禁止慈善组织直接投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