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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破获一起省厅督办毒品目标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缴获冰毒约2.5公斤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 27日上午，记者
从市公安局获悉，我市警方在
镇江市公安局禁毒、技侦等部
门大力支持协助下，历经四个
多月的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
起跨省贩卖毒品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10名，缴获冰毒约2.5
公斤。由此，一条由四川人相
互勾结、从四川通往我市的跨
省贩毒通道，被成功斩断。据
悉 ， 该 案 也 被 省 厅 列 为

“2017-157”毒品目标案。
2017 年 11 月，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在日常工作中获取线索：
2017 年 10 月份以来，一名暂住
在云阳街道的四川籍女子，多次
向我市吸贩毒人员贩卖毒品冰
毒，数量达 200余克。获悉该情

况后，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
组，展开秘密侦查。

据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负责
人介绍，通过侦查，专案组发现该
四川籍女子名叫阿成某，系四川
美姑县人，经常与一名四川籍男
子蒋某强来往频繁，且关系密
切。蒋某强在四川每次购买毒品
冰毒后，总是随身携带毒品乘坐
火车至丹阳，然后将毒品贩卖给
阿成某，再由阿成某分包贩卖给
吸贩毒人员。针对这一重要情
况，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措施，围
绕蒋某强的贩毒情况，全面开展
调查。在侦查过程中，专案组发
现蒋某强和阿成某等人在银行有
大量的资金来往，从而进一步证
实嫌疑对象的涉毒犯罪行为。

今年 3 月 1 日，专案组通过

侦查再次获取重要线索，蒋某强
已购买当日从成都出发到丹阳
的火车票。专案组基本认定蒋
某强将于当日乘火车携带毒品
来丹阳贩卖给阿成某，于是决定
对该案进行收网。

为防止毒贩蒋某强逃脱或
出现其它变故，办案民警事先赶
赴南京南站，登上火车，悄悄守
候在蒋某强身旁。当晚 9 时 10
分许，当蒋某强在丹阳火车站下
车后，办案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抓
获，并从其携带的包裹内缴获毒
品约 2公斤。随后，专案组在华
阳路某宿舍楼抓获毒贩蒋某强
的下线阿成某，并从其暂住地缴
获毒品约500克。

警方审查查明，2017 年 12
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蒋某强多
次从四川上家购买毒品冰毒，然
后乘坐火车至丹阳，将毒品以每
克 90-12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
下线阿成某，累计约 3.5 公斤。
之后，犯罪嫌疑人阿成某再将毒
品分包加价贩卖给吸贩毒人员。

采访中，办案民警透露，犯
罪嫌疑人蒋某强曾因抢劫罪被
判死刑后上诉改成死缓，案发时
刚释放出来 2年。到案后，他拒
不承认，一口咬定拎包是帮朋友
带到丹阳的，对包内装有毒品更
是不知情。但是面对铁证，警方
最终以“零口供”将其刑拘。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查
之中。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记者 殷显春 通
讯员 赵理章）本报《民生·最关
注》3月21日刊发《罹患舌癌，老
同学解囊相助渡难关》报道后，
在吕城当地引发关注。企业、个
人、慈善义工团队的爱心人士纷
纷伸出关爱之手。

吕城华富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华南从报纸上获知这一
情况后，马上喊来公司技术科负
责人袁炳泉，因袁科长和蒋书琴
是一个村的，又是邻居，对蒋书
琴家的情况十分清楚。随后徐
华南与公司总经理徐强及几位
中层领导商量，决定以公司的名
义发出倡议，动员全体员工捐款
捐物献爱心，支持帮助这一因病
致贫的特殊家庭。3月22日，该
公司将倡议书以及本报刊发的
报道一起贴在公司门口，华富机
械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不足百名，
但仅仅两天时间便募捐了 1.36
万元。3月24日上午，公司总经
理徐强与两名中层领导、以及两
名热心员工代表把爱心善款送
到了蒋书琴家。

3月23日，丹阳如意慈善公
益服务团吕城分队的十余位爱

心人士，也把他们个人筹集捐献
的爱心善款 8800余元送到了蒋
书琴手中。在蒋书琴家，其中一
位爱心人士承诺，近三年他们会
每年资助三千元，作为给倪锡贝
老母亲的生活补贴，并且每年都
会来看望老太太。倪锡贝、蒋书
琴为感谢他们，还写了一封大红
纸的感谢信！

此外，蒋书琴邻村饲养肉鸽
的个体老板蒋某，在得知蒋书琴
的情况后，立即送来肉鸽数只及
善款，给蒋书琴婆媳俩补补身
体，增加点营养。还有邻村的几
位爱心人士，慷慨解囊把爱心款
送到蒋书琴家中。对于这些爱
心人士的鼎力相助，倪锡贝激动
地对记者说:“谢谢爱心人士，谢
谢《丹阳日报》，我会带着老伴继
续治疗，好好照顾老伴和老母
亲，不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

社会各界救助罹患舌癌夫妇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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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反映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成果，进一步放大志愿服务工作的社会效
应，推进“文明引领”工程，促进我市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特举办丹阳市“福彩
杯”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志愿服务纪实摄影大赛，现将大赛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主办：丹阳市委宣传部 丹阳市文明办
丹阳市民政局 丹阳市文联

承办：丹阳市摄影家协会

一、摄影主题及内容
此次摄影大赛主题为“镜头记录感

动 志愿者在行动”。作品内容要求健康
向上、主题鲜明、歌颂人文关怀、彰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主要征集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公益活动类：反映丹阳市各社会

组织开展公益创投活动的相关内容，作品
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记录。

（二）公益人物类：表现丹阳市社会组
织公益创投活动中的参与者（包括受助对
象及志愿工作人员），在从事公益活动中
的真实记录。

二、奖项设置
特等奖1名，奖金3000元；

一等奖2名，奖金各2000元；
二等奖4名，奖金各1000元；
三等奖8名，奖金各500元；
优秀奖40名，奖金各200元。
同一作者获优秀作品数量不限，以上

奖项均颁发荣誉证书。
三、征稿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四、投稿邮箱地址
dymzfc@163.com
五、稿件要求
1、作品为 2017年以来所创作，黑白、

彩色，组照（限12幅以内）均可。
2、作品必须取材于丹阳市境内。
3、投稿作品为电子稿件形式，jpg 格

式，图片大小在3M以上，保留图片的原始
数据。

4、参赛作品不得对影像内容进行添

加或删减，可以对作品进行剪裁，对色彩
进行适度调整，以不违背拍摄对象客观真
实性为准。

5、作品应标明：作品标题、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拍摄说明（注明拍摄时
间、拍摄地点、公益组织名称等）。以上要
求须谨慎遵守，缺项或超出，主办方将不
予采用。

六、注意事项
1、对获奖入选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

相关画册、展览、新闻宣传中使用，并不再
支付稿酬。

2、投稿者应保证对其所投作品拥有
独立、完整、无歧义的著作权与人物肖像
权。如发生相关纠纷，一切法律责任均由
投稿者本人承担。

3、投稿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
条规定。

4、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

七、作品评选及颁奖
1、大赛由丹阳市民政局和丹阳市文

联组织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评选，参赛人员
不得作为评委。

2、作品评奖完成后，拟于 2018 年 11
月进行本次摄影大赛颁奖活动。

2018年3月28日

丹阳市“福彩杯”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志愿服务纪实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民政信息 尽在掌握
亲，扫我！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182018春季理财正当时春季理财正当时
产品代码

AMZYPWHQ18626

AMZYPWHQ18627

AMZYPWHQ18628

AMZYPWHQ18629

AMZYPWHQ18630

销售期

3.27-4.9

3.27-4.3

3.28-4.9

3.29-4.4

3.30-4.9

到期日

7.2

10.10

7.9

7.10

7.11

期限（天）

84

190

91

97

93

预期年化收益率

5.10%

5.10%

5.20%

5.20%

5.20%

销售渠道

全渠道

详情请咨询中行各网点，热线：8690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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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费“开源”

本月 23 日，美国国会参众
两院通过 2018 财年预算，按照
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将国防预算
大幅提高，为美国军队未来数年
内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总额约 1.3 万亿的预算
中，国防预算近 7000 亿美元，
占比超过50%，其中包括服役人
员工资增长费用、加大武器购买
研发费用等。

特朗普在签署预算案生效时
对国防预算增加表示满意，称预
算案“包括许多我们想要的东
西，所有（预算）都是前所未有
的”。

除预算外，沙特王储萨勒曼
3月访美继续推动沙美军售，预

计将继续为美国军工产业带来巨
大利润。特朗普在会见萨勒曼时
称赞沙特是美国货的“大买
主”，鼓励沙特购买更多美国武
器，并承诺将加快军售批准速
度。

会见后，美国国务院迅速批
准了三批军售，价值 11 亿美
元。据报道，美国已经答应向沙
特出售“萨德”导弹系统，使其
成为全球第二个有资格购买“萨
德”导弹的国家。同时，沙特也
正在争取从美国购买多艘濒海战
斗舰，用于近海作战。

日本：动作频频

近年来，日本逐步强化自卫
队的军事能力，企图摆脱“专守

防卫”体制。从本月情况看，日
本依然“小动作”不断，这显然
无益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日本政府欲在今年年底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针对这一计
划，自民党日前提出“跨域防
卫”构想。据日媒报道，这一构
想目的是“在强化海陆空自卫队
运用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信
息、宇宙等新领域的应对”。自
民党欲用该构想替代现有“防卫
计划大纲”中“综合机动防卫力
量”的概念。

此外，自民党提议在“防卫
计划大纲”新增改造“出云”号
直升机护卫舰为正规航母的内
容，建议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
的 F－35B隐形战斗机作为改造
后的航母舰载机。自民党还提议
引入“积极防卫”战略，将拥有
可以攻击并破坏敌方弹道导弹发
射基地的“敌方基地反击能力”
写入“防卫计划大纲”。

日本本月还分别向菲律宾和
越南增派1名和两名“防卫驻在
官”，并计划在 2018财年内再向
马来西亚增派两人。“防卫驻在
官”主要负责与驻在国军事相关
人员交流并收集情报。此外，防
卫省 20 日宣布，将向菲律宾无
偿提供 3 架海上自卫队 TC－90
练习机。

欧洲：英美离心

3月，英美与其他欧洲国家
在军事领域都出现“不愉快”。

一方面，美国提出将把德国等北
约成员国是否增加军费，作为今
后钢铝进口关税谈判的考量；另
一方面，英国未来将不承担领导
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欧盟战斗
群”的任务。

针对美国将把德国等北约成
员国是否增加军费作为钢铝进口
关税谈判考量的表态，多国官员
回应，美国将多个无关议题关
联，会严重损害跨大西洋关系。
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
特·厄廷格说：“（美国钢铝进口
关税） 是贸易问题，不应与防
务、北约和其他议题搅在一起。”

美国先前敦促北约成员国努
力实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眼下只有少数国家
达标。由于欧盟正寻求与美国进
行豁免钢铝关税谈判，美国重提
军费开支议题，意在向欧盟施加
压力。

英国国防部本月证实，出于
“脱欧”原因，英国今后将不承
担领导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欧盟
战斗群”的任务。这被不少媒体
视作英国“脱欧”后拉开与欧盟
防务联系的首个信号。

“欧盟战斗群”共包含 18
支部队，均为营级规模。战斗群
受欧盟理事会掌控，堪称欧盟的
一支“常备军”。这支部队由欧
盟成员国轮流担任领导角色。按
照先前时间表，英国定于 2019
年下半年轮值，但这一时段可能
正值英国“脱欧”的关键过渡
期。

印度：军购多元

本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
印度期间，印法签署一系列战略
合作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
几经周折的“阵风”战斗机采购
协议。

印度总理莫迪 2015 年访问
法国期间曾签署协议购买 36 架

“阵风”战斗机，但由于印度国防
部对技术转让和价格等细节不满
意，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磋商。最
终于 2016年 8月，印度内阁安全
委员会才批复同意执行。根据印
度安委会的消息，这笔战机采购
合同价值5900亿卢比（约合91亿
美元），每架“阵风”战机成本大约
为 167亿卢比（2.5亿美元），但相
关火控设备、搭载武器和服务等
细节并没有过多透露。

众所周知，“阵风”战斗机
是法国自主研发的多功能战机，
能够执行空战、对地面或海面目
标攻击任务。可以预见的是，

“阵风”战机服役后将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印度空军的总体实力。

综合看，印度军购当前呈现
多元化趋势。瑞典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本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最大武器
进口国。一方面，印度仍是俄罗
斯军贸合作的重要伙伴，另一方
面，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贸
额也在飙升，同时，近年来国防
工业“印度制造”的趋势也更加
明显。

（据新华社电）

近期，世界一些大国军事动作频频，展现出国际军
事领域新动向。一个月来，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年预
算，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日本继续“小动作”，强化自卫队
能力；英美与其他欧洲国家在军事领域都现矛盾；而印
度与法国签署协议，力求军购“多元化”……

美日欧印展现军事新动向美日欧印展现军事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