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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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信息
●城河路国美电器对面的餐饮旺
铺，全新装修，面积120m2（二层），
有稳定客源。店主因私事被迫忍
痛转让，包含技术和配方，转让价
面议。电话：13913426072

出售信息
●开发区黄金门面出售，1~2楼，面积 410m2，
售价35000元/平方，电话：15312369217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出租信息
●市八中对面门面房 2 层 4 间近
380m2，适合办教育培训机构，已
按教育培训要求装修，现对外招
租。联系电话：18082097093
●练湖厂房1000m2出租，17768773779

遗失信息
●上海蔚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57411808-3，声明作废。
●贾春梅遗失丹阳市王炳良诊所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200832081850，发证时间：2008年
12月1日，声明作废。
●丹阳市荆林建材物资经营部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407030193，声明作
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陵口
彦收购站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
号 ：321181000201606080137，声
明作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门楼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606080275，声明作
废。
●丹阳蓓蕾服饰有限公司原财务
章和法人“花冬明”私章遗失，声
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财政所丹阳市界
牌镇动迁安置办公室银行开户许
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Z3141000159602，声明作废。
●殷国锁遗失丹阳市开发区殷国
锁商店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71503130013，声明作
废。
●施夕珍遗失丹阳市富旺制衣厂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11812000421，声明作废。
●顾幸福遗失丹阳市万龙眼镜厂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11812800370，声明作废。
●戴泽称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303040107，声
明作废。
●苟子刚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
3211813016013791，声明作废。
●马琦遗失丹阳市开发区贝屋母
婴用品馆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505040212，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05040213，声明作
废。
●郭梨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7150176，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7150228，声
明作废。
●丹阳市珥陵镇瑞智电脑安防用
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
号 ：321181000201507140033，声
明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新东汽车配件厂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 毛 辉 遗 失 就 业 证 ，证 号 ：
3211812017003848，声明作废。
●镇江建宝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552480305，声明作废。
●镇江建宝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码：
55248030-5，声明作废。

●镇江建宝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103030036S，副 本
编号：321181000201103030041S，
声明作废。
●丹阳市万顺皮革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60887691-6，声明作废。
●秦梦婷遗失丹阳市开发区美杜
莎美容店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6080244，声明作
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沃炳庚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松卜村二组、丹房权证
丹麦字第 0113027 号房产证、丹
延集用（2005）第 0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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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房产证
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11月15日

经公司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起

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于伟平13952912229
江苏泰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9日

减资公告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根
据教育部等 5 部门日前印发的
《教 师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2年）》，我国计划用5
年左右时间，办好一批高水平、
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
类专业，并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
教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
教师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

计划明确，要研制出台在教
师培养培训中加强师德教育的
文件和师德修养教师培训课程

指导标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师全面落
实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制订教
师法治培训大纲，开展法治教
育，提升教师法治素养和依法执
教能力。

计划提出，在师范生和在职
教师中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注重通过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涵养师德，通过经典诵
读、开设专门课程、组织专题培
训等形式，汲取文化精髓，传承

中华师道。将教书育人楷模、一
线优秀教师校长请进课堂，采取
组织公益支教、志愿服务等方
式，着力培育师范生的教师职业
认同和社会责任感。

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计划以“十大行
动”为主要措施，即师德养成教
育全面推进行动、教师培养层次
提升行动、乡村教师素质提高行
动、师范生生源质量改善行动、

“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

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行动、
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建设行动、
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化行动、
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行动和
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行
动。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将建
立教师教育项目实施情况的跟
踪、督导机制，国家有关部门会
组织开展对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实施情况的专项督导检
查。

师德将列入教师教育“必修课”

新华社沈阳 3月 28 日电
28 日上午，第五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
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
20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祖国
和人民怀抱。

根据中韩双方达成的共
识，当地时间 28 日 10 时，中韩
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庄严
举行第五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中国民政部副部长高晓
兵、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韩
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等参加仪
式。中韩双方在现场签署交接
书，确认这次移交给中方的 20
具志愿军烈士遗骸以及相关遗
物。

随后，中方为烈士遗骸覆
盖国旗，并举行简短的祭奠仪
式，烈士遗骸由中方礼兵护送
登上负责运送的专机。

北京时间 11时 20分许，载
着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
关遗物，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
的解放军空军专机平稳降落在
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专机

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战斗机
全程护航，用空军特有的方式
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辽宁省以及北部战区陆
军某部有关部门同志与辽宁省
直机关干部代表共 200多人参
加了在机场举行的志愿军烈士
遗骸迎接仪式。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殓放
烈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场迎

接的解放军官兵军容齐整、庄
严肃立，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
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
遗骸被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根据安排，第五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安葬仪式于 3月 29日在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2014年
至 2017 年，已先后有 569 位从
韩国迎接回来的志愿军烈士在
这里安息。

我空军专机迎回
2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新华社太原3月 28日电
28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山西省吕梁市人民
政府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
判，对被告人张中生以受贿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
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法院同时判决，对张中生
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不明财产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13 年，被告人张中生利用担
任山西省中阳县县长、中共中
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吕梁地区
行署副专员、中共吕梁市委常
委、副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
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10.4 亿余元。张中生家庭财
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
对折合人民币共计 1.3 亿余元
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张中生的行为构成
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张中生受贿犯罪数额特别
巨大，在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
中，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
人民币 2 亿元以上，还主动向
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 8868 万
余元。张中生利用领导干部职
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
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且
案发后尚有赃款人民币 3亿余
元未退缴，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张中生目无法纪，极其贪
婪，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
不收手，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
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
重，应予依法严惩，法庭遂作出
上述判决。

受贿10.4亿余元

山西吕梁一副市长
被判处死刑

新华社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 28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
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全国各级人
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审审结案件量为 449.1 万
余件，排名前三的事故诱因是
无证驾驶 26.86% 、酒后驾驶
18.1%、开车玩手机10.56%。

报告显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连续多年呈持
续增长趋势，结案率小幅波
动。江苏、浙江、河南三省结案
量最大，分别为 52.69 万余件、
42.23万件、32.17万件，占全国
法院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审案件的11.73%、9.4%、
7.16%。位居全国案件量第一
位的江苏省的案件数量较之西
藏自治区高达五百倍之多。

报告还显示，机动车交通
事故纠纷案件发生在乡镇道路
的比重最高，占比 89.01%。国
道类的 318国道、210国道、108
国道、107国道、207国道，以及
高速公路类的沪渝高速、京港
澳高速、京昆高速、京哈高速、
京沪高速均属事故高发地带。

司法大数据：

交通事故案件数量
江苏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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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服务环境，提升服务
质量，自 4 月 1 日起，丹阳工行界
牌支行进行装修改造，时间预计2
个月。临时办公地址为丹阳工行
新桥支行，所有业务均可正常办
理。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丹阳工行新桥支行地址：新
桥镇为民中路118号

丹阳工行新桥支行电话：
86308819、863517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2018年3月28日

公告

2018年 第12期
税务案件举报电话：86239917 纳税咨询电话：12366
行风建设投诉电话：86960152 网址：http://zj.jsds.gov.cn

问：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
税人未按规定期限自行办理个
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有哪些法律
责任？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
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
〔2006〕162 号）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
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
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
规定处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
法》（主席令第 49 号）第六十二
条的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

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
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
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今年以来，市地税局继续坚
持打造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体
系，坚持以提升服务质效为中
心，不断优化纳税服务。

一是“用心”开展培训。大
力推进纳税人学堂建设，继续与
国税局联合开展培训，深入开展
联合办税辅导。新春以来，针对
纳税人在金税三期系统使用过
程中反映较为普遍的问题，集中
制作了一批宣传单页，并计划开
展联合宣传培训。目前已发放

宣传材料 800 余份，受到了纳税
人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赞誉。

二是“用情”提升服务。深
入贯彻首问负责制、全员服务等
理念，打造具有丹阳特色的“温
情服务”。持续推行“热点案例
点评”机制、建立纳税人“服务需
求信息数据库”，继续推行“延时
服务”、“预约服务”、“绿色通道
服务”等便民服务举措，充分考
虑纳税人实际情况，尽可能让纳
税人“少跑腿”，进一步提升纳税

人满意度。
三是“用智”满足需求。在

总结去年纳税人需求的基础上，
针对纳税人反映集中的问题，在
办税大厅设立电子台账上逐条
登记并制定完善措施，针对问题
集中增加了相关配套设施充实
前台窗口办税力量。同时在统
筹现有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预约办税、绿色通道等特色
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方便纳税人
办税。

地税局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谋划税收工作
十九大以来，市地税局结合

中央要求，对全体地税干部提出
“道义、责任和荣誉”三重精神价
值，强化对十九大精神的领会落
实。

一是以道义精神坚守底线。
通过“坚守底线、勇攀高线”主题
教育活动，紧抓党员理想信念培
育；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微感悟
征集和读书交流活动，要求学懂
弄通悟透报告内容；依托局党组
成员基层联系点制度，持续开展

“强党建、听意见”活动；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发起支部书记微党课、党员
座谈交流。

二是以责任意识保障工作。
厚植制度行为文化的土壤以保障
责任坚守。开展“守纪律、讲规
矩”制度检讨活动，加强党内制度
约束；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开
展地税“群英谱”、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深化积分
制管理，强化责任担当。

三是以荣誉自觉激励争先。
构建与时俱进的地税文化载体，

涵养党员精神家园，激励争先创
优。持续更新文化长廊、文化活
动展示厅、荣誉室成果，发起“地
税创业史”访谈活动，激发全体地
税干部的荣誉自觉，追求工作业
绩的主动意识、争先意识、精品意
识；鼓励创新，确立 51 项年度创
新项目，争创“文明单位”、“先进
集体”、“先进党组织”等，通过争
先活动凝聚团队力量。办好《地
税文化简报》栏目，开设“学习十
九大专栏”，展示地税党建文化和
党员精神风貌。陈瑞芳、朱海青

市地税局优化服务让便民办税“春风”常驻

近日，市地税局组织干部职工来到敬老院，开展“心手相约 关
爱老人”活动，向老人们送上了亲切的关怀和真挚的祝福。

刘建梅 陈瑞芳

12366热点难点问题

本报讯 （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武俊 丹中）生命之礼，回归
自然。昨日上午，在丹北镇新桥
片区九曲河畔，汽笛长鸣，哀乐
低回，祭文荡肠，来自6个家庭的
8位逝者的骨灰伴随着花瓣融入
了长江。

登船启程前，逝者家属以集体
公祭的形式告慰逝者、寄托哀思。

10时，轮船缓缓驶出码头开
向江中。前来送行的亲属手里

捧着装有骨灰的红色环保袋和
菊花，当船行至指定江葬地点
时，在长鸣的汽笛声中，8位逝者
的骨灰伴随着缕缕花瓣，被亲人
撒进滔滔江水中。

“我的父母生前就在遗书中
写明，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子
孙后代节约宝贵的土地，所以我
今天来将他们的骨灰撒江。”市
民林朝霞告诉记者，父亲和母亲
给她们树立了榜样，参与此次江

葬仪式既是为了完成父母的遗
愿，践行孝道，同时也是一种亲
情的延续和文明的传承。

记者看到，盛放骨灰的红色环
保袋投放进长江后很快就被分
解。据介绍，这种骨灰袋由可降解
材料制成，遇水溶解，寓意着逝者
长眠长江，长久安息。另外，骨灰
经过高温焚烧，无毒无害，入江后
随之净化在江水中。

据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

人介绍，自国家民政部等九部委
印发了《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
的指导意见》后，我市也印发了
相应的配套文件，此次是我市第
二年举行集体江葬，市民参与率
在逐年提高。

副市长魏国荣出席此次集
中江葬仪式，并号召市民以实际
行动积极参与殡葬改革，倡导移
风易俗，厚养薄葬，节俭办丧，低
碳祭扫，树立文明殡葬新风尚。

市旅游协会换届
本报讯 （记者 菀滢 实

习生 魏郡玉）昨日上午，我市
召开旅游协会第二届会员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换届各项
事宜。市领导金夕龙、符卫国
参加活动。

会议审议通过了《丹阳市
旅游协会章程》（修订稿）、《丹
阳市旅游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
办法》（审议稿）、《丹阳市旅游
协会本届理事会理事、会长、常
务副会长、副会长、监事、秘书
长选举办法》（审议稿），选举产
生了市旅游协会新一届理事
会，选举张仁海为协会会长。

近年来，我市旅游事业实
现了较快发展。目前，全市已
有A级景区7家、省级度假区1
家、省级自驾游基地1家、星级
乡村旅游点 12家、星级饭店 8
家、旅行社40余家，其中星级旅
行社 10家。今年，市旅游协会
将围绕政府重点工作，主动服务
行业、服务会员，抓好“互联网+”

“旅游+”双轮驱动，创新打造旅
游产业战略联盟平台，实现“创
会员之家、树丹阳形象、打特色
品牌、促产业发展、谋民生幸
福”的目标，全力推动丹阳旅游
业更好地发展。

8位逝者“伴江长眠”
我市举行集体江葬仪式

戏 剧 总 团 实 施
“名家走进丹剧”
工程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夏杏华） 为提升丹剧演
员的理论修养与表演技能，今
年开始，市戏剧总团实施“名家
走进丹剧”工程。

26 日上午，“名家走进丹
剧”工程第一课，特邀著名剧作
家、江苏文华编剧大奖获得者、
全国现代戏创作优秀编剧袁连
成授课。袁连成以“谈演员的
技术表达、文化支撑与思想渗
透”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述戏曲
演员在新时期应该具有的人物
表现与再现能力，并提出了丹
剧演员“背倚传统，立足当下，
面向未来”的艺术建议。两个
小时的授课，让丹剧演员尤其
是青年演员普遍反映受益匪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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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旦平）昨日
下午，政协文史组一行来到丹
阳日报社，对互联网时代传统
媒体的现状及发展情况进行了
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陈建红参
加了调研活动。

据悉，自2014年起，丹阳日
报社确定了“打造移动互联网
为枢纽的报业传媒公司”的目
标，积极倡导离开一张纸来办

“报”，全力打造丹阳日报微信、
微博、丹阳新闻网、APP、手机
报、电商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形
成了1+N（即一张报纸加网站、
微信、微博、手机报、APP、电商
等 N 个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格

局，全媒体有效覆盖人群超过
了 35万。同时，丹阳日报坚持
将公信力打造成第一品牌、将
创新力打造成第一能力、将召
集力打造成第一优势、将整合
力打造成第一价值，做到了“四
力齐发，数据说话”。近年来连
续推出“中国好声音（新歌声）
丹阳招募赛”、首届厨艺大赛、

“年画宝宝”评选、“最美新娘”
评选等 40多个活动，受到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

丹阳日报转型探索的经验
也多次受到中国报协的关注。
在第三届中国报业新媒体大会
发布的《中国报业新媒体影响

力排行榜》中，丹阳日报位列县
市级党报前二十强第 11 位；
2017 年，被江苏省报业协会授
予“江苏报业年度融合发展先
进单位”称号。

政协文史组一行肯定了丹
阳日报社的发展思路和近年来
取得的成绩，并对接下来报社的
转型发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
议。市政协副主席陈建红希望
丹阳日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唱响主旋律，坚守主阵地；进一步
做好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的
引导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扎
根本土，将笔墨更多聚焦于普通
百姓，讲好丹阳故事。

加快打造新型融媒体
政协文史组调研互联网时代报业发展状况

施工地
严把监控关

为助推城市文明再提升，
连日来，市城管局渣土所对各
在建工地进行了严格的督查
把关，要求各工地按照“四有
标准”对存在问题进行立知立
改。图为某房产工地正在安
装工地运输监控。（记者 尹
媛 通讯员 陈毅 摄） 丹阳日报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