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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白蚁防治
控制白蚁危害
丹阳市白蚁防治所

地址：新民中路216号

电话：86520674

为确保香草路维修工程顺利
进行和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五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
对香草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
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8年 5月 15
日零时起至2018年5月31日24时
止。

二、管制路段 香草路乾泽园
大门西侧——香草路香草园大门
东侧段。

三、管制措施 1.管制期间，取
消路边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半幅封
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2.封闭路

段除施工车辆外禁止机动车、非机
动车、行人通行。3. 非机动车和
行人借机动车道通行，通行路段机
动车应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四、请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
人和行人，自觉遵守上述交通管理
措施，行经管制路段，服从交警和
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
志的指示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有
序通过。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丹阳市城市管理局
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5月10日

关于市区香草路部分路段维修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各房屋征收项目的相关被征收人：

近期将开展城河北路西侧安置
小区（荣城国际）1/2/3/5/6幢安置房
（住宅房及营业房）交付的各项工
作。现将有关安置房结算交付、签订
网上备案合同及所有权人更名登记
的办理事项通知如下：

1.请选择相关安置房的被征收
人（与征收办签订安置协议的），于工
作时间，携身份证、补偿安置协议、结
算单，至市征收办一楼补偿安置科，
办理安置房款项结算手续，现场收款
方式为刷卡。具体办理时间如下：

交付小区：荣城国际（1/2/3/5/6
幢）

征收办结算时间：5月 10日～5
月31日（工作日）

售楼部交付时间：5 月 11 日起
（工作日）

临时安置费（租金损失补偿）截
止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

2.被征收人在征收办结清安置

房款项后，携身份证、产权调换房屋
交接凭证、补偿安置协议、结算单，至
荣城国际售楼部办理安置房交付手
续，签订网备合同，售楼部具体交付
安排为，每天交付 60套，按《产权调
换房屋交接凭证》上的编号，5月 11
日（周五）交付1～60号，5月14日（周
一）交付61～120号，依次类推。

安置房交付还涉及物业收费等
款项（物业收取），请被征收人先行作
好准备。

签订网上备案合同时，需被征
收人本人到场（如涉及多人的，需全
体到场）签字，并携带身份证、补偿安
置协议、结算单、原被征收房屋产权
证。

3.被征收人发生继承的，应于 5
月17日～5月31日的工作时间（在签
订网上备案合同前），先行至市征收
办办理继承更名登记手续。

办理继承更名登记手续时，需
由继承人全体和健在的共有权人到

场签字。同时需携带资料如下：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补偿

安置协议、结算单、原被征收房屋产
权证；

（2）死者死亡证明（可由医疗机
构或公安机关出具）；

（3）死者亲属关系证明（可由村
居委会出具，或公安机关出具）。

已通过继承公证书、法院裁定
书等明确继承事项的，可由继承人携
带相关资料办理继承更名登记手续。

4.安置房为住宅的，被征收人全
体同意将安置房变更为其近亲属中
的一人所有或夫妻二人共有的，应于
5月 17日～5月 31日的工作时间（在
签订网上备案合同前），先行至市征

收办办理近亲属更名登记手续。（仅
限住宅）

近亲属仅指被征收人的父母、
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办理近亲属更名登记手续时，
需由被征收人全体及相关近亲属到
场签字，并携带资料如下：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补偿
安置协议、结算单、原被征收房屋产
权证；

（2）结婚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
件。结婚证、户口簿不能反映近亲属
关系的，需近亲属关系证明（可由村
居委会出具，或公安机关出具）。

5.被征收人办理更名登记手续
的，在办理安置房不动产权证时，还
应符合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等
的有关要求，并应按规定提供相关资
料，缴纳相关税费。

市征收办将收取死亡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继承公证书、法院裁定
书原件存档。

签订网上备案合同，是安置房
交付的前置程序之一。请被征收人
及时办理，避免因此影响个人所选安
置房的交付,拖延办理的责任自负。

特此通告
市征收办办理结算时间：工作

日8:30～11:30,14:00～18:00
地址：化工路 1号（原万泰塑胶

厂内）
联 系 电 话 ： 86051069

86051062
荣城国际办理交付时间：工作

日8:30～11:30,13:30～17:30
网签地址：城河路与公园路路

口西北处
网签联系电话：86811111
交房地址：荣城国际 1#商业

2-4号门市（水关北路）
交 房 联 系 电 话 ：85160866

丹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5月

通 告

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安
排，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
组已进驻镇江市，对镇江市环
境保护工作开展督察。督察时
间为 4月 24日~5月 24日，下
沉辖市区时间为 5月 4日~5月
13 日，现设立举报专用联系
电话：0511—84408781，举报
专用邮政信箱：镇江市 37 号
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 8:30~20:00。根
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镇江市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
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
门处理。

关于对镇江市开
展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的公告

二院乳腺病诊治中心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乳腺微创手术 ：不缝合、不留疤
健康热线：86982620 联系人：陈小燕（乳腺科主任）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杨钰琛）在我们身边，有那么
一个群体，他们不吝于奉献自己
的爱，默默地坚守自己的信念，为
家庭、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汇聚着
正能量。昨日下午，全市“最美家
庭”揭晓大会通过揭晓先进、展示
成果、弘扬新风，引导广大市民和
家庭传承中华民族优良美德，树
立良好家风。市领导金夕龙、韩

静慧、岳嵩、钱留梅及各级妇联组
织负责人出席会议。

2014年以来，市妇联在上级
妇联、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的指
导下，在全市开展了持久而广泛
的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在群众
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今年，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寻访活动，经
过基层推荐、公众投票、评委会
评审等多个环节，评选结果已经

揭晓。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
授予了贡木木等 10户家庭丹阳
市“最美家庭”标兵户称号、授予
王良弼等90户家庭丹阳市“最美
家庭”称号、授予管桂花等 12户
家庭丹阳市“好邻居”称号，并揭
晓丹阳市“最美家书”10封、“最
美家训”10条。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

龙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各级妇
联积极探索新时代家风建设的
新途径、新方法，用心传递“最美
力量”；全市广大家庭以“最美”
为榜样，向“最美”看齐，注重家
庭建设，踊跃争当“最美家庭”；
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全市性的家庭文明建设，大力
弘扬“最美精神”，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每个家庭扎根。

本报讯（记者 佩玉 通讯
员 郭峰）记者从 10日上午召
开的全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
部署会上获悉，我市将启动“两
区”建设工作，划定87万亩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 5万亩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副市长魏国荣
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为大力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这一目标，2017年起，我
国开始全面部署推进“两区”划

定和建设工作，其中粮食生产
主要指水稻生产和小麦生产，
重要农产品主要指油菜和大
豆。今年，我市将启动“两区”
建设工作，分年度组织实施，确
保2019年完成全市“两区”地块
划定任务，力争 2020年基本完
成“两区”建设任务。按照省下
达任务要求，我市划定粮食生
产功能区 87万亩，其中水稻生
产功能区 52万亩、小麦生产功
能区 35万亩；划定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 5万亩，其中，油菜
生产保护区4万亩、大豆生产保

护区1万亩。
据介绍，我市“两区”划定

原则上以镇为单位，在永久基
本农田中划定，在空间上包括
区、片块、地块三个层次，单个
功能区（保护区）相对集中连片
面积原则上不低于50亩。我市
将坚持相对集中原则，把重点
农业镇、各类农业园区、家庭农
场、种粮大户等农业生产空间
作为“两区”划定的工作重点。

“两区”划定后，种什么、怎么种
由农民和经营主体决定，依靠
市场调节。

一批“最美家庭”受表彰
10封“最美家书”、10条“最美家训”同时揭晓

我市启动“两区”建设
将划定87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5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为迎接第107个国际护士
节，我市医疗单位连日来纷纷
组织护理人员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纪念活动，以诠释“护理
事业不仅是一个充满鲜花的
事业，也是以爱心和责任心点
亮每一位患者笑容的事业”。
图为市人民医院护理人员花
艺培训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孙红
娟 摄）

用鲜花
点亮患者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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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娜 通讯
员 毛发强）10 日上午八点刚
过，还未到工作时间，前来市征
收办一楼大厅办理安置房交付
的被征收户便排起了长队，他
们满脸喜悦地等待交房结算。

据介绍，此次交付的城河
北路西侧安置房共有 842套，
安置房源为荣城国际 1、2、3、
5、6五幢楼。工作人员提醒相
关被征收户，在及时结清安置
房款项后，应尽快携带身份证、
产权调换房屋交接凭证、补偿
安置协议、结算单，到荣城国际
售楼部办理安置房交付手续，
签订网备合同。售楼部具体交
付安排为：每天交付 60套，11
日（周五）交付 1~60 号，14 日
（周一）交付 61~120号，依次类
推。需要办理安置房更名手续
的被征收人应于本月 17日至
31 日的工作时间先行至征收
办办理更名手续，再前往售楼
部办理交付。

城河北路西侧安
置小区（荣城国
际）开始交付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朱辉明）无证无照废旧
塑料造粒污染大，也是“263”
专项整治的难点和重点，皇
塘镇位于常州和丹阳市的交
界地带，多年来一直是无证
无照废旧塑料造粒点高发的
区域。

市场监督管理局皇塘分
局于 4月底牵头开展了专项
整 治 ， 该 局 根 据 12345、
12315及263投诉举报热线反
映的信息，充分发挥村干部
的积极作用，对无证无照废
旧塑料造粒点进行了详细的
摸排调查，锁定违法加工点
7 个，并先期对 7 个违法加
工点发放限期迁离通知书，
经疏导有 4个违法加工点主
动拆除了设备；对未主动整
改的 3个违法加工窝点进行
了联合执法，现场拆除加工
设备。

市管局皇塘分局
清理7家废旧塑
料造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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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惠民征收
共建幸福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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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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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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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门花园工程抵债房，152 平
方，价格面议。13905290036
●普善厂房5300m2，两层，证齐全18605252727

遗失信息
●江苏智盾消防器材制造有限公
司丹阳分公司原公章遗失，声明
作废。
●丹阳市皇塘镇饰语奇缘百货商
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19810814407X，声明作废。
●丹阳市润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
17366815，声明作废。
●许银娥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7025861，声明作废。
●丹阳市气动元件厂营业执照正
副 本 遗 失 ， 注 册 号 ：

3211812800170，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华根机械设备厂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华根机械设备厂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409150113，声明作
废。
●丹阳市珥陵镇汤庄水泥制品厂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0196404，声明作废。
●丹阳市迈威机械厂原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张阿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106230091，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106230093，声
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茜茜服饰店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5090043，声明作
废。
●丹阳市访仙镇红光土地股份专
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209250133，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209250186，声
明作废。
●丹阳市访仙镇伟杰光学镜片厂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马建卫遗失丹阳市访仙镇伟杰
光学镜片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204270077，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204270180，声
明作废。
●王振华遗失丹阳市迈威机械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512150152，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512150158，声
明作废。
●李翠玲遗失丹阳市开发区翠玲
镜盒厂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0802220246，声明作
废。
●李风山遗失丹阳友好锦绣旅行
社有限公司开发区营业部营业执
照 副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407100281，声明作
废。
● 陈 颖 遗 失 就 业 证 ，证 号 ：
3211811011047816，声明作废。
●丹阳皓轩服饰贸易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3696602，声明作废。
●何志坤遗失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的学生证，学号：1714081015，声
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昊宇通讯器材经

营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801220146，声明作
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杨金娥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长巷 18、丹房权证字第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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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马白青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云 阳 街 道 城 北 3 组 、地 号
3-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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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建平因保管不慎，将坐落
于丹北镇庭和村 5 组、丹房权证
丹后字第 610506号房产证、丹后
集用（2004）第002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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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7日

5 间 1~2 层 410m2，可分

割出售，可提供银行贷款。

电话：15312369217

开发区黄金门面
出 售

新华社上海 5月 10日电 10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
被告人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
占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吴小
晖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
收财产人民币九十五亿元；以职
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亿元，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
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一百零五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小晖

隐瞒股权实控关系，以其个人实
际控制的多家公司掌管安邦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邦财险）、安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邦集团），并先后担
任安邦财险副董事长和安邦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1年 1
月起，吴小晖以安邦财险等公司
为融资平台，指令他人使用虚假
材料骗取原保监会批准和延续销

售投资型保险产品。2011年7月
至 2017年 1月，吴小晖指令他人
采用制作虚假财务报表、披露虚
假信息、虚假增资、虚构偿付能
力、瞒报并隐匿保费收入等手段，
欺骗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以承
诺还本付息且高于银行同期存款
利率为诱饵，超过原保监会批准
的规模向社会公众销售投资型保
险产品非法吸收巨额资金。其
间，吴小晖以虚假名义将部分超
募保费转移至其个人实际控制的

百余家公司，用于其个人归还公
司债务、投资经营、向安邦集团增
资等，至案发实际骗取 652亿余
元。此外，法院还查明，吴小晖利
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安邦财险保
费资金 100亿元。案发后，公安
机关查封、冻结吴小晖及其个人
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名下银行账
户、房产、股权等资产。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吴小晖的行为构成集
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依法应

当数罪并罚。法院根据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
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亲属、新闻记者及各界
群众代表等50余人旁听了宣判。

此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对吴小
晖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上海市一中院官方微博分段发布
庭审要点摘录，公开了该案主要
犯罪事实证据、公诉指控意见、被
告人及其律师辩解等。

吴小晖一审获刑18年 没收财产105亿

新华社德黑兰 5 月 10 日电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9日在德
黑兰发表讲话，称美国不会终止
退出伊核协议等反伊活动，而留
在协议内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同
样不可信赖”。

“美国不仅在核问题上为难
伊朗，核问题只是个借口。”哈梅
内伊表示，伊朗已签署伊核协议，
但美国并未终止、也“不会终止”
反伊活动。

他说：“现在他们（美国）质疑
我们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弹道导
弹问题，如果我们答应他们要求，
他们还会提出其他问题。”哈梅
内伊还表示，对英法德三个伊
核协议签字国同样信不过。

伊朗议会 9日要求政府对美
国退出伊核协议作出“对等回
应”。议会议长拉里贾尼表示，若
其他签字国无法填补美国退出对
伊朗所造成的影响，“伊朗应当以
核活动让特朗普回归理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8
日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
议。英法德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
达遗憾，并确认将留在协议内，

“决心确保”该协议得到落实。伊
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将暂时
留在协议内并将与协议其他各方
磋商。

伊朗最高领袖：
英法德“同样不可信赖”

昨天，一则“失联两天，一
名空姐深夜滴滴打车遇害”的
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遇害
空姐今年 21 岁，身高 1 米 74，
是家中的“独生女"。5月6日，
在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了一辆汽
车赶往市内后遇害。郑州市办
案民警对媒体表示，作案人员
是一名滴滴司机，身上携有凶
器，凶手仍在潜逃中，警方正在
抓捕。

对于此事，10 日中午，滴
滴平台回应称：对于郑州顺风
车乘客李女士遇害一事，感到
万分悲痛和愧疚，在这样的悲
剧面前，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
滴滴沉痛的自责。滴滴真诚地
和李女士的家人道歉，作为平
台辜负了用户的信任，在这件
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滴滴已经成立了专项
工作组，密切配合警方开展案件
侦查工作，目前案件正在侦破过
程中。滴滴将尽最大努力协助
警方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以
法，还李女士和家人一个公道。

滴滴再次向乘客家人以及
公众道歉，表示会全力做好后
续工作，同时全面彻查各项业
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综合）

空姐打车遇害
滴滴道歉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9日表示，他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
晤不会在朝韩非军事区举行，
他将在未来3天内宣布会晤地
点和时间。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
作出上述表示时说，相信美朝

间有很大机会能达成协议。他
当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
话，向韩方介绍了在朝被羁押
的3名美国人获释的情况。

特朗普此前曾透露，美国
考虑的美朝领导人会晤地点包
括新加坡、位于朝韩非军事区
的“和平之家”或“自由之家”

等。他还曾对媒体表示，他与
金正恩将在 5月或 6月初举行
会晤。

特朗普 9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宣布，朝鲜已释放 3名遭
羁押的美国公民，他们已随访
朝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同启
程返美。

特朗普说美朝领导人会晤不会在朝韩非军事区举行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 10 日
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前总理马
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阵营在9日
举行的大选中赢得国会下议院
过半数席位，获得组阁权。这是
马来西亚反对党 60 年来首次赢
得大选。

不过，剧情还在发展中。只
有得到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最
终任命，这位92岁的前总理才能
够再次执掌马来西亚政权。

但是，马哈蒂尔在这次选举
中已经掀起了“政治海啸”。这
次选举注定要写入马来西亚历
史，因为不管下一步剧情如何发
展，选举结果已经证明，马哈蒂
尔终结了国民阵线（国阵）自马
来西亚 1957 年独立以来连续胜
选的神话。

92岁马哈蒂尔
掀起“政治海啸”

5月10日，在马来西亚必打灵查亚，马哈蒂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