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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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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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信息
●急售东门外大街门面房95m218260608982

出租信息
●开发区荆林镇1120m2，13506107312
●陵口镇肖梁东路，1间门面及办公用
房出租；吕城镇吕蒙南路，3间门面房出
租；吕城镇运河河北东路，2处办公用房
出租；访仙镇窦庄永兴路，5间门面及办
公 用 房 、平 房 出 租 。 联 系 电 话 ：
86669488 联系人：钱先生 价可面议

转让信息
●丹金路大型浴场亏本转让，许：17305290357

遗失信息
●谭龙友遗失居民保险费用报
销单，流水号：8039718644，声明
作废。
●丹阳市胡桥粮油管理所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42419085，声明作废。
●练佳俊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7012958，声明作废。
●荆丽花遗失紫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保
单发票，号码：28358759，声明作
废。
●丹阳市鑫长丰国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刘文斌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4003266，声明作废。
●丹阳市访仙镇双峰百货商场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701130036，声明作
废。

●郦腊娥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511226516342，声明作
废。
●袁震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交
强 险 保 单 ，单 号 ： PD⁃
ZA20173211D000009397, 商业
险 保 单 ， 单 号 ：
PDAA20173211D000009658, 声
明作废。
●谭龙友遗失居民保险费用报
销单，流水号：8039718644，声明
作废。
●丹阳市胡桥粮油管理所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42419085，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唐伟平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金鼎城市花园 7-2-601、丹国
用（2010）字第 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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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周银松（周云松）因保管不
善，将坐落于吕城东市拾房、丹
房权证丹吕字第 0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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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

兹有坐落开发区东方服
务总汇 6#楼 402 室，所有权
人为周建俊，现有周建俊向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
记中心申请变更产权证，现
档案找不到，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任何权益人均可向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书面异议，逾期
视为放弃相关权益。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月12日

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东方商城 2
幢 1室的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丹阳市东方商城 2幢 1室房

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90.5平方
米）。

起拍价64万元，保证金：7万
元，加价幅度：5000元。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2 月
12日 10时至 2018年 2月 13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
拍卖竞价会；2018 年 3 月 5 日 10
时至 2018年 3月 6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

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
一轮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
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
话：余法官0511-8670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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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访仙镇窦

庄村的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丹阳市访仙镇窦庄村的房

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1214.63
平方米）。

起拍价130万元，保证金：13
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

注：该房产有租赁合同，租
赁合同自 201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年 6月 9日止。2022年 6月
10日后方可进行交付。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2 月
12日 10时至 2018年 2月 13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
拍卖竞价会；2018 年 3 月 5 日 10

时至 2018年 3月 6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
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
一轮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
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
话：余法官0511-8670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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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平台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报讯（记者 丽娜）昨日
下午，镇江市综治、法治工作考
核组来到我市，对我市 2017 年
度综治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工
作进行考核。市领导任剑平、周
爱仙、陈俊、钱留梅出席情况汇
报会。

2017 年，我市紧紧围绕省
和镇江市关于深入推进平安建
设的总体部署，坚持问题导向、
发展导向与改革导向，积极破冰

探路。其中，法院、公安、司法等
部门通过制定相关工作意见，成
立涉金融案件专业化办案团队，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打击金
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保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
服务水平；“法治惠民村村行”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在镇
江领先，吕城派出所获得“省厅
改革创新成果优秀奖”，推行入
矫强化班集训、社区矫正网监队

伍“六巡查”获省司法厅批示肯
定，在镇江市公众安全感满意
度、法治满意率测评中分别取得
了99.6％、98.9％的好成绩。

2018 年，我市将不断健全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全面完善
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着力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纵深推进综治平安基础建
设；深入开展“崇法维信”“清风
行动”等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恶

意逃废债务、非法集资和传销等
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经济
金融秩序稳定；加大普法宣传
力度，抓好“谁执法谁普法”

“以案释法”“普法责任清单”
等制度的落实；建立健全普法
典型案例数据库，常态化开展

“百村万户问民意、平安法治进
万家”活动，更好地满足群众
的法治需求，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法治丹阳。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丹阳
镇江来丹考核综治和法治工作

天更蓝了 水更清
了 环境更美了

“263”专项行动成
效显著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
全意识，昨日，朝阳市政组织
全体职工开展了“安全与我同
行”主题活动。活动改变单纯
的课教培训模式，寓教于乐，
融合了知识竞猜、游戏等形
式。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尹媛 通讯员 黎
黎 庆云 摄）

寓教于乐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秦媛媛）日前，副市长符卫国
召集市“263”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
交流，听取 2017 年工作总结，并
就推进 2018年“263”专项行动提
出具体要求。

会上，城管、发改、环保、农
委、水利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分别
围绕减煤减化、太湖水环境治理、
生活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
工作进行了汇报。2017年，我市

“263”专项行动强势推进，全力攻
克“两减”，在减少煤炭消费总量
方面，全年实际完成削减 19.2万
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精准发力

“六治”，围绕太湖水环境治理，实
现了3个国考断面、4个省考断面
达标，总磷排放预计可削减 67.5
吨，总氮排放预计可削减 301吨，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在治理黑臭
水体方面，主城区范围内已基本
消除黑臭水体，并实施了开发区
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预计 2018
年底完工。此外，生活垃圾治理、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治理、环境隐患治理以及
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提升环境经
济调控水平、提升环境执法监管
水平等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会议强调，各单位围绕专项
行动要重点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小散乱污整治、企业规范治理等
攻坚战；以网格化管理为突破口，
压实基层责任，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作用，提升“263”专项行动保障
水平；加大考核力度，进一步落实
2018年各项目标任务，持续推进

“263”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施宏俊）近期，市“263”督查
组在暗访中发现司徒镇 312国
道与北环路交界处的一段绿化
带中被偷倒了大量的生活、工
业垃圾后，责令该镇第一时间
进行整治清理，目前整个绿化
带已恢复整洁。而对于这些垃
圾的来源，我市已展开调查。

据介绍，督查暗访时，执法
人员在 312国道边隔离护栏的
一个缺口处看到，近 20平米的

空地上堆满了各式垃圾。不仅
有易拉罐、啤酒瓶等生活垃圾，
还有成堆的眼镜镜片、塑料包
装盒以及一些自行车轮胎，都
被随意丢弃在此处，绿化带里
还有十几个油漆罐。发现问题
后，督查组责令司徒镇立即整
治，恢复周边环境。“因为这块
空地东面都是田地，又被绿化
带遮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
里。”相关负责人说。

连日来，司徒环保所工作

人员已对这里进行了整治清
理。目前，312 国道边的隔离
护栏缺口已被铁丝封住，而在
里面的空地上，原本杂乱丢弃
在此的各类垃圾早已不见踪
影，整个绿化带内又恢复了整
洁。下一步，该镇环保所将加
强巡查力度，对全镇范围进行
一次拉网式搜查，严厉打击偷
倒垃圾行为。

“263”督查组处置一起违法
偷倒垃圾行为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网址：www.dy001.cn
新浪官方微博：@丹阳新闻网 或@丹阳日报
电话：86983129 1385293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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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12 日召开会
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
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
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
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
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
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
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法
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
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
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
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
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
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
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
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好发
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
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
为宪法规定。党中央决定用一次
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
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
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
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法按照
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
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
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
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
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韩国外长康京和 9日称，
《韩日慰安妇协议》无法解决
慰安妇问题，引发日本方面连
续抗议。10日，韩国总统文在
寅继续就慰安妇问题发声，他
敦促日本正视真相，向受害老
奶奶们真心道歉。12日，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与记者
见面时，对韩方表态反驳称

“无法接受”。
韩联社援引日本共同社

报道，安倍晋三表示，“《韩日
慰安妇协议》是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承诺，无法忍受（韩国的
后续措施）。”他自称日方是带
着诚意履行协议，敦促韩国方
面也继续履行协议。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9 日
下午，韩国外长康京和就《韩
日慰安妇协议》后续措施发表
立场。她重申慰安妇协议无
法真正解决该问题的韩国政
府立场。她还表示，原本由日
本向韩方“慰安妇”受害者援
助基金提供的 10 亿日元，将

由韩国国家预算承担，不会向
日方提出重新协商的要求。

继韩国外长发表立场后，
韩国总统也对此表态。10日，
文在寅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
记者会上称，为了解决慰安妇
问题，日本应正视真相、向受
害老奶奶们真心道歉，并以此
为鉴，与国际社会一道付出努
力。文在寅表示，只有日本就
慰安妇问题真诚道歉，才能得
到受害老人们的饶恕。前一
届政府在未听取受害者意见
的情况下，单方面与日本政府

“交换条件”谋求问题解决的
方式本身就不可取。

2015 年 12 月 28 日，韩国
朴槿惠政府与日方“突袭式”
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日
本外长岸田文雄承认日本政
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
任，向“慰安妇”受害者“表示
诚挚道歉和反省”。双方商
定，将由韩方发起成立“慰安
妇”受害者援助基金，日方将

利用财政预算向该基金提供
10 亿日元资金（约合 5770 万
元人民币）。韩方当时表示，
若日方能切实履行承诺，韩方
将确认“慰安妇”问题不可逆
地终结。但日方却强调这笔
资金只是“治愈金”而非“赔偿
金”。该协议遭到众多韩国民
众反对。

韩国政府在“慰安妇协
议”上的举动，牵动了日本政
府敏感的神经。据日本共同
社报道，韩国政府发布调查报
告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立即
发表声明称，“断不能接受”修
改共识，要求韩国切实履行共
识。河野称，“不认为达成共
识的过程中存在问题”，警告
若韩国政府试图根据报告修
改共识，则“日韩关系将变得
难以管控”。据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安倍晋三在提及此报告
时，向身边人强硬表态称，“就
连1毫米都不给改动。”

（综合）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1月12日7时1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

“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

手机APP疑侵犯隐私

工 信 部 约 谈 百
度、支付宝和今
日头条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
者 12日从工信部获悉，针对近
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用软件
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
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
谈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蚂蚁金服集团公司 （支付
宝）、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
司（今日头条），要求三家企业
立即进行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指出，三家企业均存
在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
则、使用目的告知不充分的情
况。

工信部已组织技术部门对
相关手机应用软件是否存在侵
犯用户个人隐私行为进行持续
监测，并将加强对互联网服务
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告知、账号
注销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一经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
处并向社会曝光。

工信部要求各互联网企业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不得收集服务
所必需以外的用户个人信息，
不得将信息用于提供服务之外
的目的，不得非法向他人出售
或提供个人信息，同时进一步
优化服务协议、用户隐私政策
和手机权限调用说明，维护用
户合法权益。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将于
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决定将建议稿修改后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万豪酒店首席执
行官为公司涉华
不当行为道歉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
11 日发表声明，为公司近日两
起涉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重
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将采取
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不支持任何企图分裂
中国领土主权的人，我们也不
以任何方式鼓励或煽动这类个
人及团体。我们意识到了事件
的严重性，表示真诚的道歉。”
万豪集团首席执行官阿恩·索伦
森在一份给新华社记者的声明
中说。

声明称，万豪已修改了相
关表态，纠正了不当行为，并
对万豪所有网站和手机应用上
的相关内容进行核查。索伦森
表示将积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
的调查，并在得出调查结果后
对相关负责人员采取必要的处
罚措施。

9日，有网民曝光万豪在一
份致中国会员的问卷中，将中
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
地区列入“国家”一栏。此后
还有媒体曝出万豪酒店在美国
社交网站推特上为一个“藏
独”团体账号“点赞”。记者 11
日发现此次“点赞”已被撤回。

上海黄浦区网信办及市场
监管局日前已约谈万豪酒店管
理公司上海负责人及万豪国际
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要求整
改。此外，由于万豪酒店的行
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相关规定，黄浦区市
场监管局已经对其立案调查。 芬兰从2月起

承认中国驾照

新华社赫尔辛基1月11日
电 芬兰交通与信息部 11 日宣
布，根据新修订的《芬兰驾驶执
照法》，自 2018年 2月 1日起中国
驾照可以在除奥兰岛外的芬兰
所有地区使用。

按照新规，中国游客持中华
人民共和国签发的驾照，可以在
入境芬兰一年内驾驶相应车
辆。此前，芬兰只承认中国香港
和澳门签发的驾照。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2018 年首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将
迎来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称，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自 2018 年 1 月 12 日 24 时
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提高180元和175元。

汽油、柴油价格
迎2018年首涨

文在寅要日本向慰安妇道歉
安倍发飙直呼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