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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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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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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信息
●钱红军遗失丹阳市陵口镇金圣
妮皮鞋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411060156，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11060259，声明作
废。
●丹阳市陵口镇金圣妮皮鞋厂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顾怿群、顾登旺遗失江苏天坤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一
份，号码：7457896，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李红芳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访仙镇访东村沟弯里、丹房权
证访仙字第 050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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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

根据丹慈发（2017）26号文件《2017年度低收
入大病对象慈善助医实施方案》，我会拟对 625名
低收入类大病患者予以救助，相关公示名单已刊
登在丹阳市慈善总会网站，网址：http://www.dy⁃
cishan.com/。广大市民如对所公示情况有疑义
的，敬请在公示之日起3天内向市慈善总会反映，
市慈善总会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反映情况深入核
查并作出处理。

联系电话：86522335
丹阳市慈善总会

2018年2月2日

根据丹慈发（2017）27 号文件《2017 年度冬季
“慈善温暖行动”实施方案》，我会拟对 1368名低保
类（含“建档立卡”户）、低收入类困难对象予以救助，
相关公示名单已刊登在丹阳市慈善总会网站，网址：
http://www.dycishan.com/。广大市民如对所公示
情况有疑义的，敬请在公示之日起 3天内向市慈善
总会反映，市慈善总会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反映情
况深入核查并作出处理。

联系电话：86522335
丹阳市慈善总会
2018年2月2日

公示启事 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 10：
00，在丹阳市丹伏路西门农干校内举行拍
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种猪约 13 头（约
6000 斤），起拍价 12000 元。2、苏 LF6829
大众小型轿车一辆，登记日期 2013 年 5
月，起拍价36036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年2月8-9
日，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方法：欲参拍的竞买人（须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于 2018 年 2 月 9
日 16时前凭合法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
件到本公司（丹阳市开发区兰陵路 88 号
七楼 715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向本公
司各交纳竞买保证金 20000 元（不收现
金）。

联系电话：0511-86055528
二O一八年二月三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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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杨钰琛）昨日上午，市妇联召
开十五届六次执委（扩大）会议，
总结回顾2017年全市妇联工作，
研究部署2018年工作任务，号召
全市妇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
现新崛起开拓丹阳发展新局面
贡献巾帼力量。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杜官军出席会议。

据悉，去年以来，市妇联以
迎接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
主线，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工作

转型，妇女事业取得了新发展，
被评为了省“巾帼建功”先进
集体，“双学双比”工作在省政
府相关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
注重科学谋划，扎实推进妇联
改革，实现了女性进“两委”
和村 （社区） 妇代会改建妇联
两个百分百，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主题教育活动，引领妇
联系统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
位，构建了妇工+义工+社工的
工作模式；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最美

家庭”寻访、弘扬优良家风，
加大妇女典型培树宣传力度、
挖掘一批先进典型，以特色服
务打造巾帼志愿服务品牌，推
动社会文明建设。同时，市妇
联还深入推进巾帼成长、巾帼
创先、巾帼创优“三大行动”，
不断深化“双学双比”“巾帼建
功”活动，进一步促进妇女创
业就业；注重借力借势，办好
妇女儿童民生实事。截至目前，
全市培育了省级巾帼电商服务
基地10个，新建8个省级巾帼示

范基地，排查婚姻家庭纠纷 30
件，调处家暴问题 20 余起，280
名“社会妈妈”与困境儿童真情
结对。

会上，杜官军对市妇联一年
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并要求
全市各级妇女组织在新的一年
高举十九大旗帜，增加妇女组织
号召力；发挥半边天作用，增加
服务大局的融入度；推动妇女民
生改善，增强妇女群众的获得
感；提升自身建设水平，增强妇
联组织的凝聚力。

新时代展现妇女新气象新作为
市妇联召开十五届六次执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家栋 清
扬）1月31日上午，灌云县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掌文胜等一
行8人来我市法院民四庭考察
学习“一站式”道交纠纷处理模
式以及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平台。我市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任剑平参加了
座谈。

掌文胜一行参观了民四庭
所在的“丹阳市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并现
场观摩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平台演示，表示灌云县正在
筹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中
心，丹阳的道交纠纷“一站式”
处理模式值得他们学习、借鉴，
丹阳的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
体化”平台是互联网时代，为群
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纠纷
化解途径及公正透明的司法服
务，是个很好的创新，值得认真
研究和积极利用推广。

灌云县政法委书
记一行到丹阳法
院学习考察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葛美琳）春节将至，为了全
面治理烟花爆竹安全隐患，预
防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我市严格按照国家、
省、市要求，深入开展打击烟花
爆竹“四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加强监督检查，强化隐患
排查治理。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

中，市政府组织成立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公室，抽
调安监、公安、市场监管、城管、
交运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活动；
各镇（街道）结合实际，制定具
体工作方案，并逐级签订生产、
销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责任
状；每天出动2辆烟花爆竹专项
执法检查车，对全市进行拉网
式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经

营行为。
此外，我市将以打击烟花

爆竹“四私”行为和落实隐患排
查治理为契机，督促、指导烟花
爆竹从业单位完善各项安全管
理制度，引导烟花爆竹经营单
位开展安全诚信经营活动，加
强对烟花爆竹的储存、运输和
燃放的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规
范管理，做到依法监督、规范有
序、管理到位。

集中力量打击“四私”违法行为

我市重拳整治烟花爆竹市场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访宣 李欢）春节即将来
临，为保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安稳祥和的节日，近日，访仙镇
召开食品安全培训会，进一步
强化食品监管责任，提升食品
安全业务知识水平，保障群众
的食品安全。

会议指出，春节是农村婚
嫁喜事、乔迁新房及亲朋聚餐

集中开展的时期，相关部门要
推进移风易俗，多形式、多途径
大力宣传婚事新办、喜事简办，
加强聚餐风险防控。同时，还
要深刻认识集体聚餐安全风险
防控及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
调，上下联动，做到食品安全警
钟长鸣；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
作要求，食品安全工作“四员”

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加强对
食品生产、流通及餐饮行业的
检查，加强对农村聚餐的管理
和指导，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

会议还对食品安全监管网
络“四员”进行了培训。据悉，
下一步，该镇将开展熟卤菜专
项整治工作，努力构建一个平
安祥和的食品安全环境。

访仙强化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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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温暖 过新年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
保障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春
节，2日上午，市红十字会联
合云阳街道红十字会在我市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举行“红
会总动员 博爱送万家”活
动，为全市 22 个社区共计
400 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大
米、食用油、毛毯。市红十字
会还将前往老年公寓、精神
病院、敬老院等单位，向困难
群众送去慰问物资。据悉，
此次活动共计发放物资价值
约 33 万元。 （记者 佩玉
通讯员 王琦 摄）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周倩芸）1日上午，市场
监督管理局四个党支部党员
代表一行人来到珥陵镇新庄
村，慰问结对帮扶的 10户贫
困户，给他们送去慰问金、慰
问品，以及节日的问候，同时
按照一户一卡的要求，建立
民情台账，做好结对帮扶卡
登记工作，切实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

市管局党员干部
访贫问苦送温暖

市人民医院 1 月 31 日
起组织来自胃肠外科、胸心
外科、骨科等多个专科的专
家组奔赴各镇区开展“送医
下乡”惠民医疗活动，免费
为群众义诊，接受群众的健
康咨询，让群众过个健康
年。图为市人医专家组昨
日在司徒卫生院开展义
诊。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孙红娟 摄）

红会慰问困难家庭

惠民迎春 送医下乡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
讯员 王惠阳）1日上午，民政
局工作人员带着营养品等慰
问礼包来到司徒镇杏虎村，
看望今年已 107岁高龄的王
青女老人，与其亲切交谈，详
细询问老人生活起居情况，
嘱托老人家属关心照顾好老
人的生活，使其安享晚年。

近日，气温陡降，市民政
局与各镇（区、街道）民政办
分组陆续走访慰问了全市56
位百岁老人，送上慰问品及
慰问金，提前向老人们转达
了社会各界的新春祝福。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80
岁以上老人 29500 余人，其
中 90岁以上的达 4500余人，
百岁老人共56名。

56位百岁老人
收到新春“大礼包”

数字城管中心档
案室通过省二星
级验收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王晓丹）记者昨日从市
城管局了解到，该局数字城管
中心档案室于日前顺利通过
了省二星级验收。

据悉，数字城管中心档案
室十分注重硬件的投入与软
件的管理，不仅配备了专用库
房、阅档室、电脑设备等硬件
设备，同时每年还将归档工作
纳入部门年度目标考核。

07国际风云

新华社伦敦2月1日电 英国
品牌顾问公司品牌金融1日在伦
敦发布的最新品牌价值榜单显
示，中国品牌的全球价值不断
攀升，中国正在转向以品牌为
主导的高端创新中心。

根据当天发布的 《2018 年
世界品牌价值500强》报告，美
国占全球品牌价值的44%，位列
首位。中国和日本分别占15%和

7%，位居第二和第三。
品 牌 金 融 公 司 表 示 ，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品牌
价 值 的 占 比 已 从 3% 增 加 到
15%，中国品牌正“以惊人的速
度缩小与美国品牌价值的差
距”。

排名还显示，数字科技企
业占据榜单的前五名，其中亚
马逊被评为世界最具价值的品

牌，品牌价值达 1508 亿美元。
中国数字科技企业的表现同样
抢眼，品牌价值平均增速高达
67%，阿里巴巴（第 12位）、腾
讯 （第 21 位）、微信 （第 49
位）、百度 （第 57 位） 和京东
（第65位）均跻身百强。

工商银行则是排名最高的
中国品牌，其品牌价值为592亿
美元，居第十位。五粮液是全

球价值增长最快的品牌，达 14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1%，排
名上升了184位至第100名。

品牌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
戴维·黑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中国企业正通过加强
管理、采用国际技术等方式积
极提升品牌价值。一方面中企
的学习速度非常快，正越来越
多地进入伦敦、纽约等世界创

意中心，打造全球品牌；另一
方面，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知识
产权创新保护，包括专利、软
件版权和品牌保护等。

黑格表示，随着中国不断
向世界制造业中心前进，中国
品牌也将越来越全球化。中国
正从以价格主导的低端制造中
心，转向以品牌主导的高端创
新中心。

新华社洛杉矶 2月 1日电 1
日，美国洛杉矶一所中学教室内发
生枪击案，5人受伤。一名12岁女
生在枪击发生后被警方拘捕。

当地时间上午9时左右，洛杉
矶的萨尔瓦多·卡斯特罗中学发生
枪击，大批警员闻讯后赶到现场，
并逐屋搜索。两名受伤学生被送
医抢救，其中一名15岁男生被击中
头部，伤势严重，一名15岁女生被
击中手腕。目前两人均无生命危
险。另外还有两名学生和一位30
岁女性在事件中受轻伤，这三人不
是被子弹击中，只是擦伤或被玻璃
划伤。

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现场画面
显示，一名戴着手铐的少女被警察
带出校园。洛杉矶学区警方负责
人齐珀曼表示，警方相信这名12岁
少女为枪击案“相关人”。

警方表示将调查事件原因，尤
其是枪支如何被带入学校，并呼吁
有枪支的家长做好保管工作。

当地信息查询网站资料显示，
该学校有428名学生和22名全职
教师，92%的学生为拉美裔，3%为
亚裔。

当地时间2月1日，美联社报
道称，特朗普政府表示，阿萨德政
府可能在研发一种“新型”、“更为
复杂”的化学武器。美方官员表
示，叙利亚方面也可能在研发新型
武器，以改善其军事实力，但并没
有给出具体细节。

“美国称叙利亚可能正在研发
新型化学武器”，英国路透社2月2
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日前，美国一
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准备
在必要时再次对叙利亚政府军采
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化学武器的使
用，同时，美国担心叙利亚可能正
在研发新的方法来投射这类武器。

此外，他还表示，自 2017年 4
月的一次致命袭击引发美国对叙
利亚一处空军基地进行导弹攻击
之后，叙利亚的部队仍继续使用少
量化学武器。

同时，这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官
员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没有迅速
采取行动对阿萨德进一步施压，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很可能蔓延到
叙利亚之外，甚至会蔓延到美
国”。（综合）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人
员2月1日进入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两处办公地点，封存存放
在那里的国家机密文件。

这家独立运作的国有媒
体报道，前不久有人从一家二
手家具店购得两只档案柜，发
现里面存放着不少属于安全
情报局的文件，涉及先前 5届
澳大利亚政府的信息。这家
媒体据此报道了一些有关前
任政府的“黑料”。

澳大利亚现任政府将情
报档案柜被不当卖出一事定
性为“严重违反保密规定”。

协商封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1 月

31日报道，他们掌握了数千份
有关前 5 届政府内阁的机密
文件。这些文件原先储存在
两只档案柜里，被人从首都堪
培拉一家二手家具店购得。
这两只柜子以打折价出售，因
为它们一直锁着，而钥匙又找
不到。

这家媒体没有透露买家
的身份。此人据信拆除了柜
子上的锁件。

这一事件曝光引发澳大
利亚政府高度重视。总理内
阁部1月31日启动紧急调查。

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
乔伊斯说，装有机密文件的档

案柜出现在旧货店“严重违反
保密规定”，“显而易见，有人
会因此震惊，调查会搞清楚这
件事缘何发生。”

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说：“这是严重失职，肇事者必
将付出沉重代价。”

2 月 1 日一早，澳大利亚
安全情报局人员来到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分别位于堪培拉
议会大厦和布里斯班市的两
处办公地点，用保险箱封存了
被泄露的机密文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
部门主管加文·莫里斯证实，
封存这些文件是这家媒体的
律师与总理内阁部协商的结
果，“国家安全不会再受威
胁”。

他说：“在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的办公地内，这些文件现
在是安全的。”如今，澳大利亚
安全情报局和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都可以使用这些保险柜。

将吃官司
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说法，被泄露情报的等级包括
“绝密”“敏感”“仅供澳大利亚
人阅读”“内阁保密”。相关信
息涉及前 5届内阁，依法应保
密至少20年。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据此
报道了一些前任政府和数名

议员的“黑料”，包括现任国库
部长斯科特·莫里森先前寻求
放慢对难民做安全审核的速
度；前总理托尼·阿博特考虑
过取消向失业澳大利亚青年
发放补助；警方曾经弄丢数百
份秘密档案……这家媒体称，
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他们没有
报道其他一些“猛料”。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将因
这类报道而吃官司。前总理
陆克文 2 月 1 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留言，批评这家媒体有
关他的报道不实。这篇报道
指认陆克文无视安全警告，
2008 年执意启动免费安装隔
热层的项目。

2008 年至 2010 年，陆克
文领导的工党政府以财政补
贴形式推广在住宅中安装隔
热层，以节省能源，结果上百
个家庭因安装问题导致房屋
失火，4 人死亡，迫使政府在
2010 年上半年宣布取消隔热
层计划。

陆克文 2 月 1 日说，澳大
利亚广播公司曲解了相关机
密文件的意思，有人曾经提醒
他隔热层计划暗藏的行政和
财政风险，但绝非安全隐患。
他说：“正因如此，针对澳大利
亚公共公司的法律诉讼已经
启动。”

（新华社电）

新华社利马 2 月 1 日电

秘鲁一名卡车司机日前因迷
路闯入具有 2000多年历史的
纳斯卡地画保护区，车轮碾痕
给这个充满神秘感的世界文
化遗产造成损坏。视频上传
到社交网络后，连日来在秘鲁
引起众怒。

40 岁的卡车司机比戈上
周末途经纳斯卡地画保护区，
因未注意到禁行标识而直接
驶向纳斯卡地画，遗迹区域内
的 3 条地线遭到碾轧。一名
过路人用手机拍下全过程。

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引
起秘鲁民众的愤怒。警方几
小时后赶到司机落脚的纳斯
卡镇附近，对比戈进行预防性
拘捕。秘鲁文化部初步调查
后宣布，遭到损坏的区域长约
100 米、宽约 50 米，车轮印从
空中清晰可见。

接受调查的比戈向警方
坦白，自己以前从未开车路过
此地，完全是因路不熟才进入
保护区。目前由于没有足够
证据证明是蓄意破坏，这名肇
事司机已被释放。

纳斯卡地画保护区负责
人霍尼·伊斯拉表示，此类事
件时有发生，这次是因为视频
传至社交网络而广受关注，此
前也有人将垃圾丢弃在此。

纳斯卡地画于 1939 年被
发现，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东南
400 公里处，是散布在几百平
方公里干燥沙质地表上众多
深几十厘米、长几百米到几公
里不等的巨大线条，其中有直
线、箭头、几何图形，也有蜂

鸟、卷尾猴、鱼等图案。
纳斯卡地画的成因至今

仍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地画
是外星人入侵地球时使用的
指示标记，而纳斯卡广漠的高
原正好可作为航天器降落的
跑道。也有人认为地画是古
代人建造的灌溉系统，或者指
示着水源方位。1994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纳斯卡地画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018年世界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

中国品牌的全球价值在不断攀升

秘鲁著名纳斯卡地画遭碾轧

呈猴子图案的纳斯卡线条。（资料图）

档案柜被当二手家具卖掉
澳大利亚国家机密曝光

洛杉矶校园枪击案
12岁女生被捕

美国称叙利亚
或在研发化武
美官员：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

新华社安曼2月2日电 约旦
政府官方网站当地时间 2日发表
声明说，约旦已与朝鲜断绝外交
关系。

根据该声明，约旦王室已批
准政府这一决定。约旦将不再承
认朝鲜驻约旦大使，约旦也将停
止其驻朝鲜大使的工作。

美国政府去年向一些国家施
加压力，敦促它们与朝鲜切断外
交和经济联系以孤立朝鲜。

在断交之前，约旦已于 2017
年 5月起停止向朝鲜公民发放赴
约旦签证。

新西兰“80 后”女总理杰辛
达·阿德恩将于今年 6 月“升级”
为母亲。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对于总理要生孩子这件事，
新西兰大多数民众并不担心，他
们认为阿德恩能事业家庭兼顾，
既能当好母亲，也能当好总理。
这项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阿德恩
支持率上升至37.9%，比上一次调
查增加了8.3个百分点。

阿德恩出生于 1980 年，2008
年成为新西兰议会议员，去年 1
月当选工党副领袖。7个月后，因
工党时任领袖请辞，她被推选为
新党首。阿德恩和工党虽然没能
赢得去年 9 月的议会选举，但凭
借组阁谈判成功上台，阿德恩成
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理。

1月 19日，阿德恩宣布怀孕，
预产期在今年 6月。她打算产后
休息 6周，届时由副总理温斯顿·
彼得斯代理总理一职。阿德恩休
完产假回归职场后，她的伴侣、钓
鱼节目主持人克拉克·盖福德将
在家中当起“全职奶爸”，两人目
前未婚。（综合）

总理当妈要休6周
新西兰人毫不担心

阿德恩和她伴侣

约旦宣布
与朝鲜断交

新华社科伦坡2月2日电 马
累消息：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
2 日发布安全提醒，指出鉴于马
尔代夫首都马累 1日发生大规模
集会活动，中国公民近期应谨慎
前往马尔代夫。

大使馆建议，在马中国公民
和机构应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安
全防范和应急准备，不要前往人
群密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应
及时报警并联系使馆。

大使馆提醒，如中国公民仍坚
持前往相关地区，“有可能导致当
事人面临较高安全风险，并可能
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
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本次安全提醒有效期至 2月
9日。

中国大使馆提醒公民：

近期慎赴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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