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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刘栋）今年 6月是全国第 17
个“安全生产月”。16日上午，
市安监、总工会、公安、消防、住
建、交运等 18家安委会成员单
位在人民广场开展“安全生产
月”广场宣传咨询日活动，向广
大市民进一步宣传普及安全生

产法规知识，接受群众咨询。副
市长刘宏程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块安
全宣传展板吸引了众多市民驻
足观看，18 家安委会成员单位
的工作人员在咨询台前细心解
答了市民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
并通过分发宣传资料、发放宣传

品等方式，向大家宣传了生产政
策法规、安全科普常识、危险化
学品安全知识、职业健康知识、
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方法等。

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的
主题是“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我市将集中开展八大活动，包括
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城市安

全发展共建共享活动、“6·16”安
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七进”（进机关、进企业、
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农
村、进公共场所）活动、警示教育
活动、应急演练活动、安全生产
系列文化宣传活动以及特色行
业性活动等。

18家单位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周丽黎）15日晚，江苏卫视
《江苏新时空》“263在行动”专
栏曝光了位于界牌镇的午和
（江苏）差别纤维有限公司和界
中工业园区存在的环境问题。
问题曝光后，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态度坚决，迅速行动。

16日上午，副市长符卫国迅速
召集市环保、水务、发改经信委
和界牌镇等召开整改工作交办
会，就涉事企业治污基础设施
不健全、污水收集不到位以及
界中工业园在环保上存在的问
题逐一落实整改。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对
曝光的问题绝不回避、绝不遮
掩；对问题整改不讲条件、不找
理由；对涉事企业的处理绝不
姑息、绝不手软。会议要求，各
地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
三，铁腕治污、综合施策，着力

解决工业企业污染、畜禽养殖
污染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治工
作经得起“回头看”。

16日下午，符卫国又带队
深入涉事企业现场开展全面检
查。记者在被曝光的午和（江
苏）差别纤维有限公司看到，企
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企业安
全环保部负责人李中鹏说：“企
业已经和厂家设计确定了一套
环保设施，预计在七月上旬安装
到位。后期，我们会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接受环保部门的随机督
查，严格做到达标排放。”

午和公司治污不力被曝光
我市迅速落实问题整改，涉事企业已停产整顿

“绿丹环保”端午
情系五保老人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王冬琴）17日上午，珥陵镇敬
老院里洋溢着浓浓温情，该院五
保老人们接过镇江绿丹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人常国宏送来的50
箱水蜜桃，个个喜笑颜开。84岁
的孤老徐金苟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新鲜可口的水蜜桃正是自己
的最爱。

常国宏是珥陵镇扶城村人，
自 18 岁当兵离开家乡后一直在
外工作。虽然离开故土 30多年，
但他依然情系家乡、感恩家乡，积
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去年，在
如意慈善珥陵分会组织开展的为
当地困难儿童过生日活动中，常
国宏个人就捐献了 2000 元。近
日，他从《丹阳日报》上获悉司徒
镇杏虎村果农潘大叔在水蜜桃上
市之际遭遇”丰收的烦恼“，决定
订购其 100 多箱水蜜桃，一部分
作为端午福利发放给公司员工，
一部分送给珥陵镇敬老院的五保
老人。

志愿者牵手流动
儿童包粽子

防范电商“6·18”先涨后折、虚假交易、以次充
好、虚假宣传等违法欺诈行为

市管局给电商平台打
“预防针”

讣 告
国税局离休干部路英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6月16日19时30分逝世，享
年 91 岁。路英系江苏射阳
人，1927年7月出生，1944年
1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入
党，1989年6月离休。

中共丹阳市委老干部局

2018年6月17日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徐晶）为进一步加强人社
基层平台队伍建设，提升人社
协理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
14日上午，我市人社协理员综
合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
班，全市 192 名人社协理员参
加培训。

192名人社协理
员参加业务培训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王斐）近日，记者从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在“6·18”网
购狂欢节来临之际，市管局多
举措部署开展“6·18”专项监
管执法行动，提前给电商平台
打“预防针”，禁止先涨后折、
虚假交易、以次充好、虚假宣
传等违法欺诈行为。

据悉，目前，我市经营性
网站1340个、网店8656个，特
别是眼镜、家纺、木业、汽车零
部件等行业网购已经成为我
市经济的一张名片。“6·18”网

购狂欢节是互联网领域的特
殊产物，销售额亦呈现出逐年
快速增长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规范平台和
商家经营行为，今年，市管局
开展“6.·18”网络商品促销期
间定向监测，排查网络交易
违法违规行为，瞄准虚标价
格、虚构优惠，虚构交易、
成交量或虚假用户评价，增
加限退条件，附赠商品明确
标识不提供“三包”服务，不执
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方面
强化监管。

近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大
队联合公安局等相关部门，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丹伏路万新
光学附近的马路市场问题进行
了专项整治。下一步，市城管
执法大队将持续对该地开展集
中循环整治，实行常态化监管，
确保马路市场取缔后不反弹。
（记者 菀滢 通讯员 管旭 摄）

丹伏路“马路市
场”被取缔加强白蚁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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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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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18年度计划建设耕地
占补平衡项目库项目41个，项目
面积1684.716亩。目前项目已经
全面进入施工阶段。近日，市财
政局联合国土局深入延陵镇等地
对2018年土地整治实施情况开展
检查。

一是严格项目管理。按照项

目规划方案，对项目质量、进
度、资金开展全程监管，确保工
程顺利实施。二是严格时间要
求。要求耕地占补平衡项目 6月
份实施到位，并申报验收，确保
按时完成年度任务。三是严格实
施标准。要求项目区不得栽树，
周边杂树、垃圾及杂物必须清除

干净，良土覆盖 1米以上，项目
实施后随即耕种，确保工程按质
按量完成。四是严格管护责任。
原则上管护期 5年，但项目区内
永久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把管护
责任落实到镇村具体人员。

农发办

我市推进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建设

今年我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涉及12个
镇 （区、街道）、54 个村及社
区，奖补项目达57个，项目预算
总投资 1202.18万元，其中财政
奖补资金 685万元，村集体资金
514.18万元，社会捐助资金 3万
元。近期，我市召开会议，全面
启动今年的一事一议项目建设。

一是完善一事一议项目库管
理。根据省级要求，在坚持科学
规划的原则下，按照“一次规
划、三年覆盖、分年实施”的要
求，以乡镇为单位制定三年项目
建设规划，建立了村级公益事业
项目库。各镇（区、街道）按照

每年不少于三分之一行政村的要
求选择奖补单位，有计划有步骤
地开展奖补项目建设。2018年一
事一议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提
取项目，确实因情况变化，急需
建设的项目库外项目，必须新增
项目入库，完善项目库管理。

二是完善一事一议项目操作
流程。各镇（区、街道）必须执
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规则，规
范议事程序，按规定进行立项申
报、项目招标、项目实施、监理
检测、工程决算、项目审计、检
查验收、资产移交等流程操作，
强化项目建设过程管理，确保项
目建设工程质量。进一步完善项

目流程，对于确需变更调整的项
目，必须由镇 （区、街道） 上
报，市级主管部门批复后方可实
施。

三是完善一事一议项目资金
管理。坚持“四倾斜一结合”的
原则，即：向茅山老区倾斜；向
经济薄弱的镇、村倾斜；向公益
事业薄弱的镇、村倾斜；向道路
建设项目倾斜，结合项目投资总
额等因素综合考虑。 农业科

我市启动2018年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今年江苏省会计初级资格考
试实行先考后审，目前考试成绩
已发布，请合格者于 2018年 6月
20日~7月3日（双休日休息）携相
关材料到丹阳市财政局会计科审
核。

审核地点：丹阳市财政局会

计 科（丹 阳 市 行 政 中 心 四 楼
C4058）。

工作时间：上午 9:00~11:30；
下午2:00~5:00。

联 系 电 话 ：86519057 或
86923289。 会计科

会计初级考试合格人员资格审核20日开始

司徒财政分局与镇农业服务
中心协调做好此项惠农工作，补
贴资金将于 9月 30日前通过“一
折通”平台打卡到户，改变往年将
补贴资金拨付到农机合作组织，
再兑付到户的模式。

一是精心组织实施，由政府
牵头召开各村农业主任会议，传
达上级会议精神，明确补贴对象

和标准。 二是加大补贴政策的
宣传力度，力求做到家喻户晓。

三是建立健全补贴公告制
度，补助需在村内张榜公示，公示
时间不少于7天。四是强化监督
检查，设立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
督，并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杜绝
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维护农户的
合法权益。 皇甫建英

司徒镇扎实做好夏季秸秆还田补贴发放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发放规范化管理，落实上级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确保惠农补
贴政策精准落地，导墅财政分局
联合农经站开展乡镇自查工作。

一是村级自查，填写自查
表。通过查阅补贴面积及补贴金
额分户清册、汇总表格、公示照
片、一折通信息系统等档案资料

开展自查工作，各行政村填写乡
镇自查表。

二是镇级检查，实地抽查。
通过走访和实地调查，对10亩以
上的补贴大户、村组干部和村组
集体等重点对象的补贴面积进行
核实；抽查部分农户，电话核实农
户实际领取补贴情况。 戎妍菲

导墅做好2017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自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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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上午，延陵镇蒲公英志
愿者协会牵手 20 余名流动贫困
儿童开展包粽子活动，在寓教于
乐中，让流动儿童感受民俗节日
的魅力。（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朱
玉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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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伊核协议前景不明，巴以冲突
硝烟又起，叙利亚问题日趋复
杂，也门战事再度激化……

今年以来，中东地区持续
见证矛盾演变、博弈加剧、冲
突频发，原有地缘政治架构进
一步调整，各种力量消长或重
组。其中，伊朗、以色列、沙
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交锋愈
加激烈，“四国演义”无疑将
对未来中东格局产生深刻影
响。

伊朗：压力倍增

自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以来，伊朗外部压力骤增，国
际环境显著恶化。以色列不断
挤压伊朗在叙利亚等地的战略
空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
来在也门加大了对伊朗支持的
胡塞武装的攻势。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在美
国退出伊核协议后要求其他的
协议签署方“保证伊朗利
益”，但实际上这一诉求不易
实现。

一方面，伊朗谋求从欧洲
获得投资并增加对欧油气出
口，但欧洲相关大公司利益与
美国紧密相连，不太可能冒着
美国制裁风险继续与伊朗合
作。欧洲各国政府虽有意维护
本国企业利益，但缺乏有效应
对办法。另一方面，伊朗在外
贸上严重依赖美元，油气出口
长期使用美元结算。美国的金
融制裁势必对伊朗经济造成不
利影响，而其他国家也无法完
全抵消这种影响。

面对美国压力，伊朗的对
美强硬派可能再次占据上风。
本月初，伊朗宣布将提高铀浓
缩能力，并准备制造新式离心
机。虽然伊朗主张这些活动仍
在伊核协议框架内，但其释放
的信号耐人寻味。

以色列：伺机而动

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复杂
化，一方面减轻了以色列的压
力，另一方面也给了被以色列
视为最大敌手的伊朗更大活动
空间。其后果是，以色列与伊
朗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与阿拉
伯国家的矛盾则退居次要地
位。

美国近来退出伊核协议并
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的举动，增强了以色列的底
气。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
后出访俄罗斯、德国、法国、
英国等国，试图力劝它们放弃
挽救伊核协议。

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
究中心政策与战略研究所专家
奥弗·伊斯莱利指出，以色列
面临的战略态势变化与俄罗
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密切相
关，尤其是伊朗，因为以方认
为伊朗在叙利亚、黎巴嫩以及
加沙等地通过“代理人”打击
以色列的利益。

他认为，当前，以色列与
伊朗直接冲突并不符合以色列
的利益。以色列不希望加沙地
带的局势升级，但会抓住机会
继续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力
量。

沙特：姿态强硬

面对乱局，作为阿拉伯世
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沙特
近年不断在本地区谋求加强自
身影响力，尤其是作为中东逊
尼派的代表力量，与代表什叶
派势力的伊朗在也门、叙利
亚、黎巴嫩等地展开激烈博
弈。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
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短期内看
不到解决迹象。沙特王储穆罕
默德一度表示，沙特已做好未
来几十年与卡塔尔“交恶”的
准备。而此事背后，也有沙特

反对卡塔尔与伊朗合作的因
素。

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外交
大臣朱拜尔表示，如果胡塞武
装交出武器，沙特将允许其参
与也门政治进程。但该提议遭
到胡塞武装拒绝。在此背景
下，也门战略要地荷台达之战
近日打响，其结果或将左右也
门战事走向。

因为伊朗，原本关系对立
的沙特与以色列开始走近。以
色列担心伊朗的势力日益逼近
家门口，沙特则担心出现从伊
朗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
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伊朗
退出伊核协议，沙特恐怕不会
无动于衷。今年3月，王储穆
罕默德在访美前夕表示，如果
伊朗造出核弹，沙特会“尽快
效仿跟进”。

土耳其：主动出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6月
11 日宣布，土军队已在伊拉
克北部甘迪勒和辛贾尔地区发
起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
装。

今年 1月，土耳其对叙利
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

“橄榄枝”的军事行动，目标
是清除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
遏制土境内库尔德分离势力。

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库
尔德势力不断壮大，是土耳其
最担忧的问题之一。而伊朗、
以色列、沙特之间的纷争，以
及美俄在中东的博弈，给了土
耳其施展拳脚的空间。

分析人士指出，打击库尔
德人的军事行动取得一些成
果，无疑将巩固埃尔多安在国
内的地位。美国等方在库尔德
人问题上如果继续退让，可能
进一步增强埃尔多安的地区雄
心，其治下的土耳其或将在中
东舞台发挥更大影响力。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记
者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
管理局了解到，截至17日，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从陶岔渠首调水入渠
水量达到150亿立方米，沿线水资
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中线工程惠及北京、天津、
石家庄、郑州等沿线19座大中城
市，5310万居民喝上了南水北调
水。其中，北京 1100万人，天津
900 万人，河北 1510 万人，河南
1800万人。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通水3年多来，北京、天津、河北、
河南沿线受水省市供水安全系
数有效提升，居民用水水质明显
改善。中线工程在保障水安全、
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
配置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社会、
经济、生态等综合效益。

据介绍，在北京，南水北调
水占城区日供水量的 73%，全市
人均水资源量由原来的100立方
米提升至 150立方米，中心城区
供 水 安 全 系 数 由 1.0 提 升 至

1.2。在天津，南水北调一度成为
生命线，14个行政区居民都喝上
了“南水”，从单一“引滦”水源变
双水源保障，供水保证率大大提
高。在河北，400多万人告别高
氟水、苦咸水。在河南，供水范
围覆盖南阳、漯河、平顶山、许
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濮阳
等十多个城市。

中线工程调水水质稳定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以上，
保证了从“丹江口到家门口，从
源头到龙头”的水质安全。同

时，南水北调在修复改善生态环
境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改善
了受水区水资源状况和水生态
环境。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中线工程全面通水以
来，北京、天津等受水区加快了
南水北调水对当地地下水水源
的置换，已压减地下水开采量逾
8亿立方米。北京、天津、河北、
河南等省市的地下水位已开始
回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态
效益不断显现。

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来临之际，由阿威罗大学孔子
学院和阿威罗市政府联合举
办的端午龙舟巡游活动 16 日
在葡萄牙北部城市阿威罗举
行，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
观看。

新华社南京6月17日电
中国科学家近日研究发现，一
种名为 mtor 的基因对女性能
否排出正常健康的卵子起决定
作用。

据南京医科大学苏友强教
授团队的张滕博士介绍，mtor
基因能够“生产”一种关键因子
MTOR，负责维持营养和应激
感应的信号通路。

研究人员尝试在雌鼠卵泡
发育的各个阶段敲除 mtor 基
因，发现一旦 MTOR 通路失
活，雌鼠就不能排出健康的卵
子，导致不孕。

那么有办法预防吗？研究
结论或许让人失望。张滕说，

“因为早在女性出生前，mtor
基因就已经开始发挥决定作
用。”

张滕建议，育龄女性应当
保持合理、健康的饮食和生活
方式，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避
免受到过度刺激和压力，维持
MTOR 通路处于最佳活性状
态。

新华社喀布尔6月16日电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政府发
言人16日说，阿富汗塔利班一
辆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当天下午
在该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的一个
集会上发生爆炸，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54人受伤。

楠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阿
陶拉·霍吉亚尼告诉新华社记
者，由于当天正值穆斯林传统
节日开斋节，许多人在贾拉拉
巴德郊区举行集会，欢庆阿政
府与塔利班在开斋节期间停
火。正当人群进行欢庆时，塔
利班武装组织的一辆载有爆炸
物的汽车发生爆炸，造成包括
塔利班武装组织成员、阿富汗
安全人员和当地平民在内的至
少 26 人死亡，另有 54 人受
伤。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当地医
院。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6
日晚发表声明称，他们制造了
当天下午在阿富汗东部楠格哈
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郊区一次
集会上的汽车炸弹袭击。

新华社加拉加斯6月16日
电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韦罗尔
16日说，首都加拉加斯一家夜总
会当天凌晨发生催泪弹爆炸事
件，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

雷韦罗尔在电视直播连线中
说，爆炸发生时，这家夜总会内有
一群高中生在举行毕业庆祝活
动，这群学生内部发生争斗，一名
年轻人引爆催泪弹，造成 17人死
亡、5人受伤。伤者目前已被送往
医院救治。

他说，警方目前已逮捕 7人，
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害者年
龄普遍在 16岁至 20岁之间，死
亡原因主要是催泪弹爆炸后出现
的窒息以及逃跑时人群互相踩
踏。

惠及5310万居民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达150亿立方米

阿富汗东部发生
爆炸致26人死亡

委内瑞拉一夜总
会发生爆炸
至少17人死亡

葡萄牙阿威罗举
办端午龙舟巡游
活动

“四国演义”深刻影响中东格局

中国科学家找到
影响女性排卵受
孕的“关键基因”

这是6月16日在委内瑞拉首
都加拉加斯拍摄的事发夜总会。

6月 17日下午 15时 50分
许，四川遂宁高金公司厂房内
的液氨发生泄漏，储存罐体房
屋的墙体被炸裂。液氨泄漏
后，遂宁消防立即出动消防官
兵对泄漏的液氨进行稀释。据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通报，人员
全部疏散，无人员伤亡。

“高金公司上空有很多烟
雾，当时还听到沉闷的声响。”
17日下午，遂宁高金公司内储
存的液氨发生泄漏，记者通过
网友和消防所拍的视频看到，
厂区上空出现很多烟雾，厂区
内储存罐体房屋的墙体也被炸
裂。

液氨泄漏险情发生后，遂
宁消防立即出动3辆消防车赶
赴现场处置。经堪查发现，厂
内共有两个罐体，储存有 16吨
氨气，泄露部位为氨气输气管
道，经询问厂区工作人员得知，
可能是因为管道焊接老化管道
突然炸裂而致，中队共出两支
水枪，两只移动管炮对管道进
行稀释。

由于泄露量较大，中队车
辆供水不足，随后报请指挥中
心增加作战力量，随后调派经
开中队，特勤中队 3车 14人到
达现场增援作战，目前现场已
得到基本控制。据现场消防官
兵介绍，由于管道内还有较大
的氨气，预计还需一至两天才
能彻底挥发稀释完。 （综合）

四川遂宁一厂房液
氨泄漏墙体炸裂
幸无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