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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对象：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或以上学历者。

二、学习形式：
远程教学和集中面授相结合，面授时间一般为双休日。

三、学制与学历：
实行学分制。学籍自注册入学起八年内有效。符合毕业要求的，获得由

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证书可在教育部唯一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

chsi.com.cn）查询。

四、专业：
本科：会计学、工商管理、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科：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工商企业管理、建筑工程技术

五、收费标准：
本科：文科1850元/年 理科1950元/年

专科：文科：1750元/年 理科：1850元/年

注册费：150元（一次性）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手续：
报名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

报名地点：丹阳开放大学（丹金路1688号，丹阳中专校内）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2月25日

咨询电话：0511-86538406

曾老师：13952876553 蒋老师：13606107506

欢迎广大有志于提升自己学历的社会各界学员来我校报名！

另注：丹阳开放大学招生分春、秋两季，常年报名。

丹阳开放大学（电大）2018年春开放教育
招 生 简 章

本报讯（记者 旦平）昨日
上午，我市召开创新网格化社会
治理推进会暨出租房屋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情况通报会。市领
导任剑平、陈俊出席会议。

会议对我市网格化社会治
理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按照

“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方便、
资源配置有限、功能相对齐全”
和“一格多元”的工作要求，在现

行社区区划框架内，进一步优化
社区网格设置。城市社区网格
大体在 400户左右，农村网格大
体在 300户左右，同时还要建立
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
格长、专职网格员和若干名兼职
网格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
治引领作用，在网格上建立党支
部、党小组。城乡所有社区 12
月 20 日前完成网格划分，人员

配齐到位，12 月 31 日前完成网
格公示上墙工作。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剑
平指出，要深刻领会创新网格化
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组织机构
再强化，资源配置再优化，积极
应用信息化，深入动员社会力
量，推动实现共建共享，确保各
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会上，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陈俊还通报了我市出租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
况并对集中攻坚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部署。据了解，截至目前，
我市共登记出租房屋 20142户、
流动人口 63499人，签订群租房
治安协议 3136 份，现场整改安
全隐患 3728 处，列入整治清单
的较大安全隐患 588处，已整治
到位550处。

加快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
12月20日前全市城乡所有社区完成网格划分

本报讯 （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丹北宣）12日上午，丹北镇联
合丹阳建设银行举办银企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座谈会，通过银企座
谈的形式，进一步促进银行和企
业合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
题。市领导周东明、刘钢，丹阳建
设银行负责人及丹北镇企业家代
表等参加座谈。

会上，来自各企业的负责人
踊跃发言，阐述企业当前状况、融
资需求及相关建议。“政府组织这
场银企座谈会，对我们来说，是件
好事。一方面，我们可以探寻适
合本企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
也能了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向。”
丹阳市华鑫金属涂层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建华说。

市委常委、丹北镇党委书记
周东明指出，政府、银行、企业要
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放
在加快经济发展上，加强互通互
助，共建银企健康和谐环境，推进
银企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冯友江）2017年 9月 1日起实
施的《江苏省献血条例》规定：每
年十二月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
月。日前，我市首个“无偿献血宣
传月”活动在丹阳丹耀光学有限
公司拉开帷幕。当天，该公司近
百名员工参加了丹耀光学第二届
无偿献血活动，成功献血 70 人
次，献血量达22400毫升。

据悉，在广大市民、众多企事
业单位支持参与下，截至目前，本
年度已有 8132 人次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量 276.6万毫升，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 19.5%，为本市临床
供血提供了坚实保障。

丹耀光学 70 名员
工献血22400毫升

丹北举办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银企
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尹媛）为展
示全市作风效能建设成果，鼓励
先进、鞭策后进，树立标杆、浓厚
氛围，推动机关作风再优化、再
提升，昨日下午，我市召开市级
机关“优质效能服务部门、科室、
标兵”评议大会。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杜官军主持大会。

据了解，为加强市级机关作
风建设，自 2016年起，市委市政
府在市级机关中开展年度评议
活动，将评判权交给服务对象，
交给人民群众，并在各镇（街道）
组织分会场现场评议，将评议组
织工作变“请上来”为“走下
去”。今年的活动包括争创优质
效能服务部门，从 106个机关中
产生 12 个优质服务部门；争创
优质效能服务科室，从 97 个直

接服务民生和经济的重要科室
中，由社会各界评议出 12 个优
质效能服务科室；争创优质效能
服务标兵，在 50 名民主推荐产
生的优质服务标兵候选人中，由
社会各界评议出 20名标兵。据
悉，今年的评议对“优质效能服
务标兵”按党群口3名、政法口3
名、农水口 2名、宣传口 4名、经
发口 4名、财贸口 4名的设置进
行了名额限制。

评议大会中，与会人员观看
了介绍标兵候选人事迹的专题
片，并填写了评议表。在监督员
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将各镇（街
道）的科室、标兵评议表现场拆
封，并与现场所收的评议表一并
进行机器读卡。最终，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公安局指挥中心、实

验学校等 12 个科室荣获“优质
效能服务科室”；组织部贺福红、
公安局蒋慧琴、财政局朱琴芬等
20 人荣获“优质效能服务标
兵”。

“优质效能服务部门”评议
表由工作人员在监督员的监督
下现场封存，后续将按照方案规
定，综合本次现场评议得分和其
他得分内容，提交市党政联席会
研究确定结果。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俊
参加了评议大会。

2017 年丹阳市市级机关

“优质效能服务标兵”：

贺福红（组织部）、叶崎毅

（市委办）、王贞娟（统战部）、蒋

惠琴（公安局）、王康乐（公安

局）、丁夕海（政法委）、马秀军

（国土局）、王辉琼（农委）、马旭

琴（广电集团）、陆建平（教育

局）、蒋须俊（丹阳日报社）、李凯

文（宣传部）、包红琴（住建局）、

徐建芳（科技局）、步炜（供电公

司）、束翔（环保局）、朱琴芳（财

政局）、王剑秋（国税局）、蒋彬

（审计局）、毛鸿雁（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 年丹阳市市级机关

“优质效能服务科室（窗口）”：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公安局

指挥中心、实验学校、档案局保

管利用科、政务办发改经信委窗

口、省丹中、第六中学、吕叔湘中

学、第五中学、人社局人力资源

管理办公室、政务办卫计委窗

口、华南实验学校

我市评议市级机关
“优质效能服务部门、科室、标兵”

本报讯 （记者 曾丽萍）
昨日上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薛军民来到市中医院，走访慰
问了在该院接受白内障手术治
疗的“复明行动”受益者，并向
医护人员表示了慰问。

在中医院住院部，薛军民与
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详细
了解了目前我市白内障手术方
式、手术流程和术后注意事项，

感谢他们为白内障患者的康复
所做的贡献。在病床前，薛军
民还向白内障患者献上了鲜
花，向他们送去了关心和祝福。

据了解，从 2013 年起，市
慈善总会就启动了“复明行
动”，免费为我市符合条件的困
难家庭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
该行动实施以来，已有数百名
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重见了

光明。今年的“复明行动”中，
市慈善总会、残联、人民医院、
中医院等部门共同配合，经过
层层审核，共筛选出 154 名白
内障患者进行手术，并及时将
所有病患排定手术批次。截至
目前，市人民医院已为 70多名
白内障患者完成了手术，中医
院 70 多名患者的手术也将于
本月底基本完成。

“复明行动”今年惠及154名贫困白内障患者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朱长华）近日，云阳街道
云阳桥社区联合第三人民医院
和丹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
区举办了一场有关肺癌健康筛
查的知识讲座。讲座结束后，居
民还和专家进行了现场互动。
此外，社区与卫生服务中心联合
将每周五定为居民公益活动日，
为辖区居民免费量血压、测血
糖，免费建立健康档案。

健康讲座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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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信息
●普善厂房5300m2，双层，水电全18605252727

出租信息
●1.原全州国土所办公楼门面房；2.原大
泊国土所门面房（大泊中学旁边）146.6m2；
有意者请在见报后15日内联系：86881646
●开发区总部经济园向东有5000余平方2楼厂房
出租(含已装修办公楼)，电联13806104297贺先生
●厂房院子 3000m2 出租，地址：南门
S241 37公里西400米处，13912829896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赵福全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皇塘镇后阳村外朝组、丹皇集
用（2004）第 5421 号土地证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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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遗失信息
●丹阳市全州供销合作社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42414073，声明作废。
●苗文笛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1014011782，声明作废。
●丹阳市皇塘镇安康农副产品
经营部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人才市场遗失 28 张丹
阳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
码：0933953~0933975、01566664、
01651728、01841057、01607868、
02104410，还遗失 5 张丹阳市集
中汇缴通知单，号码：0008155、

0008153、 0008154、 0002295、
00017507，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浩天烟酒茶商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505220045，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05220046，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东方皮革商城鑫达皮
革经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号：J3141001026501，声明作
废。
●丹阳市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遗
失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50份，
号码：00393301~00393350，声明
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风城绿景园林

机械商行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
号 ：321181000201501130032，声
明作废。
●丹阳市访仙镇乐佳文化用品
经营部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万水千山浴场营业执
照 副 本 遗 失 ， 编 号 ：
321181000201407230570，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万水千山浴场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773225658，声明作废。

●丹阳市万水千山浴场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码：
773225658，声明作废。
●丹阳市金达莱塑料机械厂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706160303，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706160218，声
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中亚建材经营
部原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由南京棠邑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承接的丹阳宝德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丹阳宝德4S店房屋工程，目

前已竣工。根据有关规定并经该

单位申请，现对其保证金退还进

行公示。如对此项目民工工资发

放问题存在意见，请在二周之内

跟丹阳市清欠办反映，联系电话：

86500492，联系人：周先生。

本公示时间从2017年12月13

日起至2017年12月27日止。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承

接的丹阳市和美丽景1#楼工程，

目前已竣工。根据有关规定并经

该单位申请，现对其保证金退还

进行公示。如对此项目民工工资

发放问题存在意见，请在二周之

内跟丹阳市清欠办反映，联系电

话：86500492，联系人：周先生。

本公示时间从2017年12月13

日起至2017年12月27日止。

我中心依据丹阳市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2016）苏1181执恢960
号]及执行裁定书[（2016）苏1181执恢
960 号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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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王文革、朱伟萍在2018年1
月4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动产权相
关过户手续，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支行
在2018年1月4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
不动产权抵押注销手续；如果上述当

事人逾期不到，我中心依法将坐落在
丹阳市城市绿洲花园 2幢 0304室[房
屋所有权证号：丹房权证云阳字第
01047402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丹国
用（2011）第 9679号]的房地产过户至
郭朔莉名下，原房屋所有权证号：丹房
权证云阳字第01047402号，土地使用
权证号：丹国用（2011）第 9679号；他
项权证号：20120522同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12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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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201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严
厉调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已有超百城发布 150 余次楼
市调控政策，热点城市不断限购、
限贷、限价、限售、限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总体
呈降温之势；三四线去库存效果
明显，有些城市转而开始控房
价。与此同时，多地发文强调租
购并举，扩大租赁市场，租赁用地
已陆续入市。

控房价：热点城市集体
降温，有的三四线城市加入
限价行列

今年，一二线热点城市房地
产从严调控、保持市场的平稳健
康发展成为主基调，北京、南京、
郑州等地还提出房价环比不增长
的目标。从 3 月份开始到 11 月
底，已有超百城发布 150 余次楼
市调控政策。

密集的调控政策逐渐扭转了
房地产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从5月份开始，上海和
北京出现房价环比“零增长”，深
圳房价环比下跌；8月份，15个热
点城市房价环比全面止涨，其中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更是 33
个月以来首现房价集体停涨；9
月份，上海房价出现同比下跌；至
10月份，10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跌回 1 年前，重点城市
房地产市场呈集体降温之势，去
投资化趋势明显。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10个热点城市房价同比齐

跌的现象，为 2016 年来首次出
现。在楼市严格调控的影响下，
核心热点城市的买房高峰正逐渐
退潮。

房地产市场降温影响了土地
市场。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11 月份，全国主要
城市土地市场供应和成交量环比
均出现回落，监测的全国 300 个
城市共推出土地 2696宗，环比减
少 11％；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3715
亿元，环比减少 7％；从价格层面
来看，11 月份全国 300 个城市土
地平均溢价率为 20％，较上月下
降4个百分点。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指引
下，未来住房属性将去投资化，更
加注重居住属性。”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新
一轮调控一年多来，各地楼市调
控政策狙击了热点城市的投资投
机需求。随着部分城市房价同比
出现下跌态势，70城房价同比增
幅上涨空间已经不大，未来会继
续保持同比增幅收窄态势。

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在去库
存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从库
存积压变成了房价快速上涨。为
此，今年的房地产调控继续补短
板，调控政策开始向三四线城市
深入：山东东营、聊城、广西柳州
等城市加入限售行列，扬州则针
对二手房提升限售年限；一些城
市如廊坊等地还加入了限价行
列。

去库存：三四线城市出
现分化，存量规模下降与销
售困难并存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2017年
房地产去库存的关注点，主要集
中于三四线城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
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0258 万平
方米，比 9 月末减少 882 万平方
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减少
772万平方米。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 2017年 10月底，受监
测的 8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
存总量为 39490 万平方米，环比
减少 2.1％，同比减少 10.1％，已
经连续 27 个月同比下跌。记者
注意到，80个城市中三四线城市
占一多半。对比历史数据，库存
规模相当于 2013年 8月的水平，
即库存规模回落到了4年前。

不过，“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存
量情况大不相同：有产业依托和
靠近热点城市的地方，对人口有
一定吸引力，市场需求旺盛；而还
有不少城市则因过去盲目开发，
造成不少楼盘销售困难。”新城控
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说。

此外，“在热点城市加码房地
产调控后，大量的投资需求被挤
到周边三四线城市。一方面是去
库存，另一方面是限房价，部分三
四线城市进入了双轨调控并行的
模式。”严跃进说。

租购并举：超50城发布
租赁新政策，多地租赁用地
已入市

今年，多地把加快建立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作为完善长效机
制的发力点。目前，我国租赁人
口预计为1.9亿人，租赁市场规模

已超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全国发布租赁新政策的
城市已超50个。

——多途径增加租赁用地。
近段时间来，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郑州等城市陆续开启“只租不
售”卖地模式，绝大部分地块由国
有企业“零溢价率”拍得。同策研
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11月底，全国各大城市挂牌定
向用于租赁的住房用地共计 26
宗。

——鼓励租赁企业向规模
化、专业化发展。杭州提出，选择
15家左右具有一定规模、品牌的
住房租赁企业作为专业化住房租

赁试点。成都、沈阳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培育和发展机构化、规
模化租赁企业不低于 50 家；合
肥、厦门均表示支持房屋租赁企
业通过合并重组做大做强。

——推动租赁市场发展的金
融要素正在形成。近日，首单央
企租赁住房类REITs产品获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中信银
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
行近期陆续宣布给予住房租赁金
融支持，包括对企业端的金融支
持和个人端的消费信贷支持。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发展租
赁市场力度空前，后续还需加快
住房租赁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超百城发布150余次楼市政策，
2017年房地产调控效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