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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疯狂盗窃手机店
作案者均是未成年人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深夜手机店铺卷
闸门被撬，店内部分手机被盗，
短短几个月，疯狂作案十余起，
原来竟是一伙未成年人所为。
日前，和平桥派出所经过缜密侦
查，一举破获了系列手机盗窃
案，捣毁了这个流窜多个城市的
未成年人盗窃团伙。

5月 31日，和平桥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丹凤南路一数码店
失窃，十余部手机、2000余元现
金、一只价值 5000 元的貔貅手
串被盗，损失共计 3万余元。然
而，就在民警对案件展开侦查的
过程中，警方又接到了群众报
警，新民东路某手机连锁店玻璃

门被砸，店内物品被盗。
经过仔细勘察，民警发现这

两起案件作案手法相同，均采用
撬卷闸门的手段入店，侵袭目标
一致，作案时间都在深夜 11 时
后，应为同一伙人所为，于是开
展并案侦查。案件侦办过程中，
办案民警还发现这伙犯罪嫌疑
人不仅盗窃老城区手机店，还窜
至开发区、珥陵以及金坛、溧阳
等地进行作案。

通过调阅案发地及周边的
监控视频，民警发现了犯罪嫌疑
人的行踪，并最终在宜兴某宾馆
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周某和郑某
抓获。周某和郑某归案后，通过
突审，民警乘胜追击，很快抓获

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

盗窃手机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交代，他们四人分别来自
盐城、宜兴、河南等地，均未满16
周岁。今年以来，他们四人时分
时合，相继窜至宜兴、金坛以及
我市等地，趁着夜深人静之际，
专门以手机店为目标，采用撬卷
闸门的手段，疯狂盗窃店内手
机。

办案民警介绍，据犯罪嫌疑
人交代，由于他们是未成年人，
无法购买手机卡，便到网吧通过
QQ 进行联系，先后窜至金坛、
无锡、镇江等多地作案，共盗窃
手机 100余部，所盗窃的手机悉
数卖给宜兴两家数码店，涉案金
额高达20余万元。

随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
代，办案民警又赶赴宜兴，将 3
名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的嫌疑
人谢某、谈某和董某抓获归案。
至此，一个跨区域专门盗窃手机
店的未成年人盗窃团伙被快速
捣毁！

记者采访获悉，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规定，警方分别给
予 4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行政
拘留12天的处罚。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家长，
未成年孩子涉世不深，法律意识
淡薄，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和监管，以免孩子走上犯罪道
路。

图为被盗的部分手机等数码用品。记者 王国禹 摄

小区里面散养鸡
环境脏乱居民烦

记者 陈晓玲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晓玲 赵
文菁）近日，紫薇花园小区居
民孙女士致电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反映，称小区绿化带
内常有鸡在散步、觅食，影响
了环境卫生，“好好的城市小区
绿化带竟然成了私家田园，随
意养鸡影响了小区环境，如果
有亲朋好友来家中拜访，看到
小区内这番景象也有些不雅。”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
在 2 号楼的南侧发现了一个用
来养宠物的笼子，里面关着两
只鸡，还堆着很多菜叶，走近
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在 3 号楼
南侧，记者发现一只鸡正在绿
化带内“闲庭信步”，当记者想
要靠近观察拍摄时，两只未栓
绳的狗突然冲了出来，吓了记
者一跳。对于小区内养鸡这一
情况，一位带着孙女出门的居
民告诉记者：“鸡应该养了一段
时间了，我们并没有很在意，

但绿化带这边两只没栓绳子的
狗让人感觉很是危险，我家孙
女从绿化带里的小路走经常被
这两只狗吓到，小区内养动物
还是应该规范一点。”居民张先
生也表示，现在天气热，鸡的
粪便会招来蚊虫，不仅影响环
境也影响居民健康。此外，在
小区里的绿化带内，不少绿植
的叶子都较为稀疏，一些地方
还堆放着很多杂物。

小区里面的鸡到底是谁饲
养的呢？有居民告诉记者，养
鸡的是一户在小区外侧开店的
人家。随后记者找到了该店店
主，她表示，那只散养在外的
鸡的确是她家的，笼子里的不
是，“这只鸡是我从乡下带上来
准备吃的，这两天我会尽快处
理掉。”

对此，居民张先生呼吁，作
为小区的居民，应当自觉遵守相
关规定，共同维护小区环境。

三男子凌晨捕蛇当场被抓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斌）12日凌晨时分，和平
桥派出所民警外出办案，途经延
陵时发现三名形迹可疑男子，遂
上前检查，结果发现这些人竟然
是捕蛇的，于是将他们带回所里
进行审查。

据和平桥派出所民警汤鹏
程介绍，当天凌晨时分，他们外
出办案，在经过延茅路时，发现
路边树丛中停着两辆摩托车，黑
暗处还有微弱的灯光。当时他

们感到很纳闷，因为此时正值凌
晨，不可能有老百姓在田间劳
动。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他们
判断很可能是有人在捕捉野生
动物。于是，民警立即上前查
看，结果发现了三名正在捕蛇的
男子。经现场检查，他们随身携
带的桶或袋子里，已装有一定数
量的蛇。

盘查中，三名男子交代，他
们是丹徒宝堰人，之所以抓蛇是
为了泡酒挣些外快。为此，民警

对三名男子进行教育，并查扣了
被捕的蛇。13日上午，和平桥派
出所民警和消防官兵一起将查
获的十多条蛇带到了事发地，并
进行放生。

警方介绍，根据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诱捕
野生蛇类属于违法行为，非法
狩猎野生蛇类 20条以上即要追
究刑事责任，50条以上则为重
大刑事案件，要判处相应的有
期徒刑。

民 警 和 消 防 官 兵 正 在 放
生。记者 王国禹 摄

近年来，我市倡导绿色文
明、生态文明，坚持铁腕治污。
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省级环保
督查和交叉执法检查等为抓手，
推动构建环境“大监管”“大执
法”体系，保持环境监管执法高
压态势，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不遗余力为全市人民营造和
谐的生活环境。

一、履职尽责，开展多轮行
动。

我市根据江苏省“263”专项
行动和镇江市“116”专项行动部
署，紧紧围绕年度重点任务，聚
焦突出环境问题，坚持问题导向
原则，制订了《丹阳市“铁腕
2018”环保专项行动》、《丹阳市
危险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丹阳市重金属重点防控区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丹阳市餐饮油

烟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丹
阳市砖瓦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丹阳市重污染小型企
业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方案》、《丹
阳市汽车维修行业 VOCs 治理
实施方案》、《丹阳市树脂镜片行
业环保提标升级工作实施方案》
和电镀行业、水、大气、土壤等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和整治计划。
一个个专项行动，一套套完备的
整治方案，为持续开展高密度、
高规格执法行动，严厉查处、曝
光典型违法案件提供了强有力
的依据和保障，大大震慑了违法
企业的嚣张气焰。

二、不破不立，创新发展理
念。

丹阳是闻名遐迩的眼镜之
都，镜片行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市
的金字招牌。但是硬币有正反，

一方面，它是支柱产业，为成千上
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来
源；另一方面，它又是民生痛点，
经常成为老百姓投诉的“异味扰
民、废水偷排”的对象。为此，市
委市政府以问题为导向坚决以镜
片行业整治为突破口，重拳打开
我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局面。
从 3月中下旬开始，经过四十多
天的摸底排查、采样拍照，市环保
局对全市镜片行业存在问题的企
业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对超标排放的行为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处
以 10万到 100万的重罚，对违法
排放“零容忍”，以雷霆手段倒逼
企业提标升级，将我市的“镀金”
招牌淬炼为“真金”招牌。

三、丰富手段，巩固治污成
效。

针对违法排污死灰复燃的问
题，市环保局组织了多轮“回头
看”。多项数据显示，我市治污力
度正不断加大。以环境监察执法
为例：截至6月份，市环保局出动
执法人员 2580 人次，检查企业
911家，调处环境信访 759起，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04份，查封、扣押 19家，我市行
政处罚立案数、处罚金额、运用新
的法律手段查办案件数均牢牢位
居镇江市前列，其中处罚金额
989.1541万元，创历史新高。在
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市环保局
也在不断丰富执法手段。从过去
主要依靠简单的行政执法手段升
级到综合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行
政、民事等责任，有效遏制了顶风
作案、暴力抗法的现象。下一步，
市环保局还将持续加大环境污染

犯罪的惩治力度，积极协调公安
部门、检察机关和乡镇政府，努力
形成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
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新丹阳提供有
力保障。

正所谓：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
易者亦难矣。污染防治确实是
一场“攻坚战”，但是，凡事最怕

“认真”、最怕“作为”，我市治污
的一套套组合拳，通过一个个环
保卫士的铁腕打出去，不动真格
都难！

监管执法“不手软” 铁腕治污动真格

丹阳环保之窗
2018年第11期
环保投诉热线12369

丹阳市环境保护局 主办

胡 炎

因开发区规划调整，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有关规定，收回方案
报经市政府批准，拟收回江
苏融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部
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坐
落于开发区城头山东侧，土
地面积 38887.2㎡，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终止《国有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4日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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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信息
●华南路黄金地段门面出租13511685925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出售信息
●水岸春天151m2，6+7精装，13646134777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姚云坤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归真后巷、丹房权证皇字第
120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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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张贵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麦东一组、丹房权证丹
麦字第 0105277 号房产证、丹地
号08-0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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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范惠中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司徒镇固村村曹甲 5 组、丹房
权证司字第 060207号房产证、丹
司集用（2002）第11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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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9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马志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城南南园、丹云证字第 32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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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戴跃军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吕城镇河北选区一组、丹房权
证丹吕字第 190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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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

遗失信息
●丹阳市东方皮革商城飞翔鞋材
商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
号：342901198602207028，声明作
废。
●江苏友好管道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081582427，声明作废。
●姚浩然遗失出生证，编号：
L320995470，声明作废。
●汤墨涵遗失出生证，编号：
P320913340，声明作废。
●许红宝遗失丹阳市司徒镇洪宝
模具制造厂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1503300337，声明作
废。
●镇江元亨西点有限公司丹阳分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006130085S，声 明
作废。

●吴巧红遗失丹阳市丹北镇普利
诺电动工具经营部营业执照副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411190162，声明作
废。
●冷国平遗失二手房资金监管收
据，号码：1320781，声明作废。
● 吴 奇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L320118299，声明作废。
●蒋为敏遗失丹阳市陵口镇伟敏
食品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408120030，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08120031，声明作
废。
●刘小玲遗失丹阳市开发区诗婷
露眼镜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92321181MA1P53E81L，声明
作废。
●张芸霞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8119850701238162，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界牌镇腾飞制镜厂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0337203，声明作废。
●王伟红遗失丹阳市丹北镇四季
青种子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11200163，声
明作废。
●丹阳立刚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高礼刚遗失丹阳立刚建筑装潢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705180181，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5180207，声明作
废。

●丹阳市建飞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能飞遗失丹阳市建飞管道安装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705180186，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5180211，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妆美园化妆品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508200070，声明作
废。
●丹阳市司徒镇旭雅灯饰店原发
票章（321181198712220032）和公
章（3211817806489）遗失，声明作
废。
●丹阳市界牌宏森新农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彭卫华的私章遗
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兴隆酒家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17260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博之音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6270158，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6270159，声明作
废。
●丹阳市富豪装潢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409160280，声明作
废。
●江苏格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709040057，声明作
废。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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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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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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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月 13 日电
针对美方派官员出席美国在台
协会台北办事处新馆落成仪
式，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日
应询表示，外交部已向美方提
出了严正交涉。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
方往来和接触。

马晓光在当日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他

说，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
定，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

他在答问时还表示，台湾问
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
心问题。美方应慎重处理涉台
问题。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只
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

对于有台湾绿营智库提议，
台当局可以“人道救援”名义将
南沙太平岛租借给美军使用，马
晓光应询表示，这种提议是十分
危险的。任何有损中华民族利
益的言行，都将受到两岸同胞的
唾弃。

针对民进党方面正支持
“台独”团体联署发起针对五星
红旗以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

多项公投提案，马晓光在答问
时指出，日前国际奥委会已就
台湾推动所谓“奥运正名公
投”予以了严正警告。民进党
当局不思悔改，继续煽动民
粹，操弄公投，蓄意挑衅一个
中国原则，肆意破坏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这种玩火行为，必
将自食恶果，进一步损害台湾
同胞的利益。

新华社长沙6月13日电 13
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首列2.0版商用磁浮列车在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意味着
中国磁浮列车技术取得新突破。

作为中国首个自主化商用磁
浮项目，由中车株机公司牵头研制
的时速 100公里长沙磁浮快线列
车于2016年5月上线，迄今已安全
运营超过170万公里，载客近600
万人次。在1.0版磁浮列车研制和
运营经验的基础上，中车株机公司
牵头对车辆系统集成、牵引、悬浮、
受流、轻量化、制动等关键技术进
行了创新，成功研制出2.0版商用
磁浮列车。

据了解，1.0版磁浮列车适用
于城区，而时速 160公里的 2.0版
磁浮列车适用于中心城市到卫星
城之间的交通。同时，中车株机公
司正在牵头研制时速 200公里的
磁浮列车。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表示，
中国目前自主研制的商用磁浮项
目覆盖了时速100公里、160公里、
200公里的多品种磁浮列车，已掌
握了商用磁浮列车系统集成技术
与关键核心技术，建立了从技术研
发、生产制造、试验验证到商业运
营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商用磁浮
体系。

新华社台北 6月 13 日电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位
于台北市内湖区的新馆 12日启
用，多个台湾团体前往表达抗
议，要求美国勿操弄台湾问
题、破坏两岸关系。岛内舆论
认为，当局“向美倾斜”的政
策恰恰是台湾的危机所在。

12 日，中华统一促进党、
“军公教联盟”等团体组织民众
前往“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
事处新馆举行抗议活动。中华
统一促进党发布新闻稿表示，
台湾唯有与大陆和平统一，才
是长治久安的最大保障，才是
人民幸福的最大保证，而美国
竟然执意为“台独”政客撑腰
壮胆。

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

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
潮联合会、劳动人权协会、两
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团体，
也共同发表严正声明，呼吁美
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台湾社
会亦应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不
要让两岸关系在外部势力操弄
下，走向更难以挽回的局面。

声明指出，美国近期提出
一系列违反一中政策的法案，
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
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
错误信息，鼓动“台独”冒险
主义行径，进一步造成两岸危
机升高的可能，破坏两岸关系
及地区和平稳定。美方此举不
符合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的期
待和要求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的共同利益。

国台办回应“太平岛租给美军”提议：

这种提议十分危险，必遭唾弃

台湾团体抗议美国操弄台
湾问题破坏两岸关系

中国首列2.0版商
用磁浮列车下线

6月12日，工人将汉白玉螭头从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
处搬上车，准备运回圆明园。当日，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仪式在
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举行，四件出土文物汉白玉螭头重
归圆明园大家庭。这四件汉白玉螭头出土于清河一处工地，由
市民杜泽宁发现并联络街道办事处保管。圆明园管理处在得知
此事后，对文物展开现场鉴定，并与园内所存文物信息进行比
对，确定这四件石制构件为圆明园流散文物汉白玉螭头。

四件圆明园流散文物汉白玉螭头“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