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朱江达 组版：盛艳 校对：木子 07神州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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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信息
●本市南门外某小区招保安若干名，55周岁
以下，二班倒，有责任心，电话：13775333061

出售信息
●访仙有厂房急出售（国土）15365973816
●普善厂房5300m2，两层，证齐全18605252727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求租信息
●大泊区域内厂房 1000m2左右，1楼，办
纸箱厂用，联系人：朱先生 18952808228

出租信息
●练湖厂房1000m2出租，17768773779

遗失信息
●丹阳市异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异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声
明作废。
●丹阳市异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570394902，声明作废。
●丁云霞遗失丹阳市异联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103160070S，副 本
编号：321181000201103160073S，
声明作废。
●丹阳市兴天汽车配件厂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063230137，声明作废。
●丹阳众合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原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

人“于斌”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联发拉丝厂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1530702，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剪彩理发店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宁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的经营许可证遗失，证号：镇
321181314280，声明作废。
●丹阳市宁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遗失，证号：镇
81102170，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宁钢结构有限公司的
经 营 许 可 证 遗 失 ，证 号 ：镇
321181313165，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宁钢结构有限公司的
道 路 运 输 证 遗 失 ，证 号 ：镇
81317965，声明作废。
●丹阳市琪艾眼镜有限公司遗失
通用手工发票，号码：00661826~
00661850，声明作废。
●镇江恒力钢桥配件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0009491301，声明作废。

●严月华遗失丹阳市开发区云雨
烟酒商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13211810008237，声明作
废。
●傅小云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032110080002011002068，
声明作废。
●沈彬彬遗失江苏合发鑫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购房发票，号
码：03289813~04069802，声明作
废。
●江苏东日建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804090206，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804090207，声
明作废。
●丹阳市报社工会委员会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Z3141000047101，声明作废。
●韦木贵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07290457，声
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姜国良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滕村小后庄、丹房权证蒋字第
060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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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拟公开对外出租房屋，具体信
息如下：位置：丹阳市开发区银杏
路 18 号 21#楼会所内部分区域
（负一层至二层），面积约3300㎡，
经营范围：健身、游泳。联系地
址：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 18号 22
幢信达房产，联系电话：86997767

房屋出租公告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
务院新闻办 25日上午举行新闻
发布会，就 2018 年一季度工业
通信业发展情况答记者问。对
于公众普遍关心的手机流量资
费话题，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司长、新闻发言人闻库表示，目
前，企业在加班加点并行工作，7
月 1 号能够实现正式取消流量

“漫游”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
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
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
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
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
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
低30%。

闻库介绍，为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的 30%降费目标，基
础电信企业正在从五个方面发
力。除去7月1日如期取消流量

“漫游”费、实现全国流量和本地
流量资费无差别以外，基础电信
企业还加大了不限流量或大流
量资费方案的推出力度。据介
绍，部分企业在新推出的套餐当

中已经将本地流量升级为全国
流量。此外，流量套餐的扩容降
费也在开展，对主流套餐推出优
惠销售，赠送用户一定的通信
费，对套餐里面所含的一些流量
再进行加大扩容。

根据用户使用特色和使用
习惯，基础电信企业持续推出流
量月包、假日流量包、流量日包，
降低流量消费门槛、丰富现有互
联网流量产品。对于用户普遍
担心的流量超出问题，闻库介
绍，流量放心用的惠民服务正在
不断推出，如流量超出后自动叠

加的优惠流量安心包，以及快到
接近时及时提醒用户流量使用
情况等。

对于宽带资费，记者了解
到，电信企业将继续实施家庭宽
带优惠资费方案，特别开展一些
提速不提价，加大固定融合套餐
的推广力度。此外，在中小企业
宽带专线方面进一步降低专线
价格，支持中小企业的“双创”。

“今年的引导目标是希望超过一
半的家庭宽带用户都能够使用
100兆以上的宽带速率。”闻库表
示。

工信部：

将如期取消流量漫游费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
会议25日开始审议英雄烈士保
护法草案二审稿，其中明确了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等行为的
法律责任。

据悉，有的常委会委员和
社会公众提出，近年来社会上
个别人身着二战时期日本军服
拍照并通过网络传播，宣扬、美
化侵略战争，损害国家尊严、伤
害民族感情，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需要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予
以严厉打击。

对此，草案二审稿明确规
定，亵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
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
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
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

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

草案二审稿同时规定，在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
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
氛围的活动的，纪念设施保护
单位应当及时劝阻；不听劝阻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
门、文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规
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此外，网信和电信、公安等
有关部门在对网络信息进行依
法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发布
或者传输以侮辱、诽谤或者其
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的信息的，应
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和其他必
要措施；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外的上述信息，应当通
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
他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
或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记者从 25日召开的民政部 2018
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民政部将利用 3年时间，集
中治理“人情保”“关系保”“错
保”“漏保”，坚决查处农村低保
经办服务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
刘勇表示，此次治理的重点包
括：一是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农
村低保中的“人情保”“关系保”
问题，严厉惩治利用职务便利贪
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吃
拿卡要、优亲厚友等违法违纪问

题；二是作风问题，认真整改农
村低保工作中作风漂浮、敷衍塞
责、不敢担当，审核审批主体责
任不落实，对群众申请推诿、刁
难、不作为，审核审批效率低下
等问题。

刘勇说，接下来，民政部将
通过制定推行低保规范行政文
书、指导各地全面运用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推广运用

“互联网+监督”等措施，指导各
地建立健全低保专项治理工作
长效机制。

据悉，民政部日前制定了
《关于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领
域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指导

各地完善低保标准制定和调整
办法，确保各地农村低保标准动
态不低于国家扶贫标准，切实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7 年底，全国平均农村低
保标准达到 4301 元/人/年，22
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省份农村
低保平均标准为 3810 元，全国
所有县（市、区）的农村低保标准
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刘勇表示，2018年底前，民
政部将督促省级民政部门提交
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整改落实情
况阶段性报告，并指导各地持续
抓好整改深化工作。

民政部将集中治理
“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

新华社昆明 4 月 25 日电
在巷道底部挖暗道违规作业、
局部瓦斯浓度高达6%！云南煤
矿安全监察局昭通监察分局日
前对昭通市镇雄县一处煤矿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做出罚
款156万元的行政处罚。

据通报，4月 17日，昭通监
察分局接到举报称，镇雄县一
处建设煤矿存在违法组织生产
行为。接报后，该局立即对照
该煤矿图纸资料，分析可能存
在的违法区域，制定核查方案，
组织监察组到煤矿现场，监察
人员分组对该煤矿地面、井下
开展系统检查。

经监察组核查发现，该煤
矿共存在3条暗道，巷道内铺设
有轨道、电缆、刮板输送机、胶
带输送机等设施设备，近期正
在组织掘进作业，企图布置采

煤工作面采煤。当监察人员揭
开其中一处暗道口时，瓦斯涌
出浓度高达 6%，监察组立即责
令该煤矿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
员。

根据公开裁定，监察组依
法对该矿采用假密闭、假图纸
逃避监管、超过批准范围作业
等违法行为做出责令煤矿停止
建设1个月、对煤矿及其主要负
责人共处罚款 156万元的行政
处罚，对该矿涉嫌越界行为移
送相关部门处理。

云南煤监局表示，煤矿企
业应坚决杜绝一切违法违规生
产建设活动。今后，对采用假
密闭、假图纸隐瞒井下作业点，
拒不执行监管监察指令，不认
真排查整治重大隐患等违法违
规行为，将一律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从重处罚。

挖暗道违法生产逃避监管

云南一煤矿被罚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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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签订提供车辆价
格、信息数据查询的合同是否
需要缴纳印花税？

答：根据《印花税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11号）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
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
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
务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
纳印花税。下列凭证为应纳税
凭证：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
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
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

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
证；2.产权转移书据；3.营业账
簿；4.权利、许可证照；5.经财政
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因
此，企业签订提供车辆价格、信
息数据查询的合同，不在条例
正列举范围之内，不属于印花
税征收范围。

2018年 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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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6热点难点问题

4月份，是全国第 27个税收
宣传月，围绕“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宣
传月主题，市地税局开展了宣传
月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效、优化征纳关系，获得了纳税
人一致好评。

一是开展“税校合作 梦想
起航”活动。市国地税共同组织

起由税收业务骨干挂帅的专家
团队走进南师大中北学院，举办
大学生创业税收讲堂，通过座谈
交流、培训辅导、现场咨询等形
式，开展毕业生自主创业税收优
惠政策讲解，帮助大学生了解高
校毕业生毕业后自主创业享受
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自主创
业。同时，主动与中北学院大学

生结成对子，实时解答涉税疑难
与最新政策，在帮助大学生梦想
腾飞的同时，引导青年人增强诚
信纳税意识。

二是开展“一对一”春风暖
企行动。组织专业的政策团队
深入企业，面对面为企业解疑答
惑，确保企业提出的问题第一时
间给出答复。与企业搭建起微

信群实时交流平台。根据企业
在平台上提出的涉税疑问，或是
相关服务需求，微信平台内的挂
钩税务人员“一对一”回复并跟
踪服务，真正打通服务纳税人的

“最后一公里”。4月以来，根据
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春风政策
服务12次，解答涉税问题41个。

三是开展“绿色环境伴我
行”活动。一方面，市地税局以

“纳税人之家”的形式，组织企业
纳税人代表与税务干部一起来
到城区公园踏青，在感受春日暖
阳的同时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与财政局、环保局
共同编印《环境保护税辅导材
料》发放给相关企业，引导企业
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共同打造绿
色生态丹阳。以环境保护税首
个申报期为契机，分批对我市环
保税纳税人进行集中培训，通过
PPT政策内容解读、实际申报操
作演示、互动式课堂解读环保税
征收的“绿色”意义等方式，确保
参训企业对环保税的征收意义、
税收政策、税额计算方法、信息
采集表及申报表的填写等全部
知晓并能够熟练操作。

日前，市地税在全局范围内
举办“比武大擂台”活动，旨在不
断提升全员业务素质，造就一支

“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树立起勤学精
业、拼搏进取的地税形象。

一是营造氛围，广泛动员。
分批开展动员会议，将思想动员
工作落实到每一位参考人员，特
别是对年轻干部提出更高学习
要求，积极鼓励老同志参与。促
使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比武大
擂台”活动对提高业务能力的重
要意义。努力帮助参考人员解
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处理好工
学矛盾，让参考人员轻装上阵，

心无旁骛，积极备考。
二是能者为师，互助互学。

由平时业务素质过硬、工作经验
丰富的老税务干部与近几年的
新进公务员结对，建立“传帮带”
新模式，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业
务能力。既提倡通过“一帮一”、

“一对一”等方式开展互助自学，
同时加强对骨干人才的培训，采
取“每日一练”、“每周一测”等多
种形式学习业务知识，力争在系
统内部打造出一支相对稳定的
师资力量，按照每月比武内容收
集相关资料，组织集中学习辅
导，带动整个单位的学习热情，
提升整体工作服务水平。

三是学以致用，狠抓实效。
市地税局通过内网问题收集平
台的分析导出功能，系统性地收
集全局干部职工想要了解学习
的技能领域，分析业务盲点，进
一步加强问题导向。通过分析
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着缺
什么学什么、少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增强“比武大擂台”学习及比
武范围的针对性、有效性，实现
比武考试与重点工作的有机结
合。与此同时，市地税局将个人
的比武结果纳入绩效管理，充分
发挥绩效管理传导压力、激发活
力的杠杆作用，进一步完善人才
培养选拔机制。

市地税局“税收宣传月”系列活动为优化营商环境再提速

市地税局举办“比武大擂台”提升队伍综合素质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施宏俊）24日晚，副市长符卫
国带领环保局和“263”专项行动
办公室工作人员开展突击夜查
行动，现场从我市“263”整改企
业数据库中随机抽选中冶东方、
天工、丹北埤城造纸厂、润纤玻
璃纤维、电镀园区和运污水处理
厂等6家企业，不打招呼、直奔现
场，对这些企业环境问题的整改

情况进行突击暗访。检查中，执
法人员查看了企业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采集了水样，并现
场开出了勘察笔录。

在中冶东方，环保执法人员
爬上3米高排气筒检查废气排放
情况，在巡视整个厂区后发现，
该企业存在废钢露天堆放，且没
有防雨措施，厂区路面积尘较多
等问题。为检查企业污水是否
达标排放，执法人员对丹北埤城
造纸厂雨水井口和运污水处理
厂排口的水质进行了取样分
析。而针对润纤玻璃纤维厂区
没有废气处理设备，也没有环保
手续的问题，执法人员立即责令
其限期整改到位。

督查组综合现场检查情况指
出，各地要严格对照“263”专项行
动的目标要求，集中力量全面排
查化工、印染、电镀和百姓反映的
突出环境问题，立体监管，铁腕执
法。要针对环境问题开展一次

“大扫除”，立即进行自查自纠，举
一反三查找问题，“看得见”“够得
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纠正，
不留后患。同时，也要倒逼企业

“提标升级”，对污染企业要通过关
停并转、整治提升、淘汰落后产能
等手段，引导企业走高端可持续
发展之路。督查组要求，各地各
部门必须不讲条件、不找理由、不
论难度，动真碰硬组织整改、全力
以赴落实到位，展现出向环境问

题宣战和攻坚的强硬态度和应有
担当。尤其是被曝光的企业和所
在属地政府要落实责任，精准施
策，针对曝光问题明确时间节点，
立即整改落实，整改方案既要有
短期效果，更要注重长效，切实以
实际整改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和

“263”回访。
符卫国强调，各地要举一反

三，切实做到排查问题动态化、
工作推进制度化、督查考核公开
化。对曝光问题整改工作的监
督检查要做到问题整改不到位
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长
效机制不建立不放过，坚持反复
抓、抓反复，确保环境问题不反
弹、不转移。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
讯员 杨建军）24日下午，江苏
省军区工作组一行来到我市
云阳街道点验民兵整组工作，
镇江军分区政委李迎久，我市
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陈文水
参加活动。

在点验现场，百余名民
兵身着迷彩服，精神抖擞，
斗志昂扬，展现了我市民兵
良好的精神风貌。省军区工
作组通过呼点姓名、查看身
份资料、查看台账资料等方
式对我市民兵整组工作进行
了点验。据了解，近年来，
市人武部高度重视民兵整组
工作，着重强化民兵应急分
队、技术分队建设，努力打
造一支“平时服务、急时应
急、战时应战”的拳头力
量，在文明城市创建、防洪
排涝、扫雪除冰、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等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不打招呼 直奔现场

“263”行动突击夜查6家企业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262633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保卫碧保卫碧水蓝天水蓝天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实
习生 袁佳伟）记者从昨日上
午召开的全市农业工作会议
上得知，今年我市将继续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
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副
市长魏国荣参加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今年我市农业工
作目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高优质粮食种植面积，
实现粮食单产 485公斤；实现
农业增加值64.5亿元，增幅4%
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9%以上；林木覆盖率达
19.2%；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努力使农业现代化指标达到
2018年规定值。

围绕这一目标，我市将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积极开展“水稻+N”种植模式
的示范推广工作，发展稻田综
合种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力争全年推广设施农业机
械200台套以上，新建1~2个蔬

菜生产机械化示范点；积极发
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加强
农业园区建设，实施绿化提档
升级“三年”行动计划，鼓励推
广栽植“三化”树种，全面提升
绿色通道建设水平，完成新造
成片林 4850亩，其中“三化”造
林 3500亩；深入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推进畜禽粪
污、农作物秸秆、废旧农膜、病
死畜禽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无害化处理试点，探索建
立可持续运营管理机制等，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

此外，我市还将创新农村
金融服务，抓好高效农业保险
投保工作，做到愿保尽保，确
保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达
54.5%以上；加大帮扶力度，实
施产业扶贫，大力推进司徒光
伏产业、皇塘科创园家纺产
业、云阳街道天元村的蔬菜大
棚扩建蔬菜配载中心、珥陵镇
醋业生产、开发区电子检测产
品等项目，以产业支撑村级经
济发展。

我市确立今年
农业工作六大目标

省军区工作组来
丹点验民兵整组
工作

纪念第49个世界地球日

科普讲座走进
行宫小学

本报讯 （记者 旦平）为
纪念第49个世界地球日，普及
地球科学知识，昨日下午，市
国土资源局邀请中国地质调
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的科
研人员，走进茅山老区行宫小
学，举办科普讲座。行宫小学
六年级 100多名同学聆听了讲
座。

讲 座 用 简 单 通 俗 的 语
言，带领学生认识地球家
园，了解丹阳的资源环境状
况，播放了探秘家乡九里沸
井的专题片，深入浅出地

“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激
发了学生们科学探索的兴
趣，唤起青少年对地球资源
与环境的珍惜和爱护。宣传
志愿者一行还向行宫小学赠
送了科普读物。

（上接1版）孙瑜彬是这个项目的
“队长”，和他共同“作战”的还有
11名队友，他们平均年龄在30岁
左右，肯吃苦、细心、责任心强是
这个团队的“共性”。孙瑜彬说，
项目部类似于整个道路工程的

“大管家”，负责协调道路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想
方设法解决问题，同时监督工程
进展，把关工程用料质量和安全
施工等，确保整个工程顺利推进。

2017年6月20日进场施工，
2018年1月底建成通车。仅7个
月工期，北二环道路实现了建成
通车，创下了城市建设新速度。

“不仅是施工，北二环的拆迁任务
也十分艰巨，北二环施工范围内
的拆迁面积上万平方米，但我们
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沿
线全部拆迁工作。”孙瑜彬说，为
了做好这个项目他们没少受委
屈，被拆迁户的不理解、不配合不
仅没有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反而
磨练了他们的耐心。

“重点项目办公室相当于一
个枢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需
要有极强的专业能力和沟通协调
能力，我们要在道路施工方面把
控好事件的轻重缓急。”孙瑜彬
说，由于该项目时间紧、任务重、
标准高、矛盾多，他们通过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制定详细的进度计

划表，把所有工作量分解到每一
周、每一天、每个人身上，落实责
任，分工明确，常态化落实安全、
文明施工督查机制等，全力推进
项目进度。工作中，大家自愿实
行“5+2”和“白加黑”工作制度，只
要工作需要，每个人都主动放弃
休息时间，选择坚守在工作一线。

早上6:00上班前巡视一下施
工现场，晚上下班前必从工地走
一趟……整个施工期，这“早一
趟、晚一趟”成了孙瑜彬的工作习
惯。工地里的工人几乎每个人都
认识他，都说他是最敬业、最准时
的工地“头儿”。

有一次，孙瑜彬团队检测发
现工程某个施工局部的灰土含灰
量没有达到6%占比的基本设计
要求后，立即责成施工单位停工
整改，并对全线路段灰土含量进
行了全部复检。此外，项目部还
自加压力，和交运局采取质量交
叉检查的方式保障工程质量。

如今，北二环已完工通车，而
从事道路工程已有15年的孙瑜
彬带着他的团队将继续从一个工
地奔赴另一个工地，一个接着一
个难题破解，一个接着一个难关
攻克，谋划、部署、调度、协调、督
促，成了他们工作的全部。但当
他们看到一条条道路在他们的努
力下建成通车，一切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