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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7 月 9
日15：00，在丹阳市公共资源中心
（兰陵路 88号四楼）举行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丹阳市滨河路 4号房屋一

至三层约 4093 平方米 5 年租赁
权，起拍价年租金 1252611元（地
下车位租金另计）。经营范围为
酒店、宾馆等。

2、丹阳市滨河路 6-1号房屋
约 2620 平方米 5 年租赁权，起拍
价年租金 943333元（地下车位租
金另计）。经营范围为培训、学校
等。

3、丹阳市滨河路 6-2号房屋
约 2984 平方米 5 年租赁权，起拍
价年租金 774127元（地下车位租
金另计）。经营范围为茶社、儿童
游乐、教育等。

4、丹阳市滨河路 8号房屋约
2242 平方米 5 年租赁权，起拍价
年租金 645872元（地下车位租金
另计）。经营范围为医疗、培训、

儿童游乐等。
5、窦庄供销社收购站的 80

平方米的房屋 5 年租赁权，起拍
价年租金8600元。

6、窦庄供销社棉站的 100平
方米的房屋 5 年租赁权，起拍价
年租金12000元。

7、窦庄供销社棉站的 300平
方米的房屋 5 年租赁权，起拍价
年租金39700元。

8、丹阳市鹤溪中学校门口约
43平方米（1）门面房 3年租赁权，
起拍价年租金15000元。

9、丹阳市鹤溪中学校门口约
43平方米（2）门面房 3年租赁权，
起拍价年租金15000元。

10、丹阳市鹤溪中学校门口
约 43 平方米（3）门面房 3 年租赁
权，起拍价年租金15000元。

注：1、房屋不得从事以下范
围的经营：易燃易爆类、危化类、
重污染、高噪声、网吧（游戏）类
（含娱乐行业）、成人用品类、丧葬
用品、浴室、餐饮类（酒店、素食

馆、咖啡馆、奶茶店除外）等造成
周边环境污染及安全的和法律法
规不允许经营的项目。2、必须符
合国家和本市的环保要求。3、
1-4号标的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
础上逐年上涨 5%。4、其他未尽
事宜必须符合出租人的要求。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年
7月5-6日，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方法：欲参拍的竞买
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凭合法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本公司（丹阳市开发区兰陵路
88 号 715 室）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于2018年7月9日11时前
向本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1-4
号保证金为 10万元，其他标的保
证金为起拍价），不收现金。（收款
人：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
司 ， 账 号 ：
382003601010141002261，开 户
行：交通银行丹阳支行）

联系电话：0511-86055528
二O一八年七月二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已有两
年多了，可生育潮并未如期到
来。虽然有的家庭迎来第二个孩
子，可更多的家庭在犹豫、观望，
更有直言生“二孩”会是负担。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
全国出生人口为 1723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 63 万人。为什么出
生人口不升反降？您家庭对生

“二孩”的态度是怎样的？“二孩焦
虑”是否存在？

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KuRunData 中国在线调研，进行
了关于生育二孩的调查。调查采
用在线方式，受访者为适龄生育
市民，样本总数 1000 份，男女比
例各占 50%，其年龄段占比分别
为：70 后 35%，80 后 40%，90 后
25%。

调查数据显示：在适龄生育
市民中，有明确生育二孩计划的
受 访 者 仅 占 所 有 受 访 者 的
27.1%，而已生育二孩者以 70 后
受访者为主。在350位70后受访
者中，有 46 位已有两个孩子，占
比13.1%。

四成受访者不愿生育二孩

在“只生一个好”的时代，
有不少人感叹：如果能多生个孩
子多好，孩子有伴了，养老不愁
了……终于，2016年，“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舆论一片叫好，
不少专家预测 2017 年将是生育
高峰。然而，2017 年的出生人
口数据表明，专家们高估了育龄
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全面二
孩”政策落地两年多，出生人口
不升反降，从宏观层面，受访者
给出的理由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养
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二孩生育堆
积效应在政策放开的第一时间已
经大部分释放出来、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

从微观层面看，适龄生育者
在是否生育二孩这件事上，表现
相对冷静。调查数据显示：41%
的受访者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22.8%的受访者正在观望；有计划
或 已 经 生 育 二 孩 的 ，分 别 占
27.1%和 9.1%，也就是有 362位受
访者有愿意生二孩，且有91位已
付诸实施。分析这些有“二孩”或

“准二孩”的受访者，发现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家庭年收入相对较
高，80%左右年收入在 20万元上
下，而家庭年收入不到 5 万元的
低收入者仅4.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初涉婚
姻的 90后，相较 80后和 70后，对
生育二孩的接受度更高。250位
90 后受访者明确表示有计划生
育二孩的有92位，占36.8%，远超
过27.1%的平均数。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生
不生孩子，除了另一半的意见，大
多数家庭中长辈的态度也是考量
因素之一，而且大孩的想法也不
得不顾及。调查数据显示：家里
一致认为不生二孩的有 29.5%；
夫妻不想生、但家里老人坚决要
求生的有 22.8%；大人都想生，大
孩不同意的，也有 13.6%。不过，
抛开现实中的生还是不生，对于
家庭的理想构成，67.7%的受访者
认为还是应该有两个小孩，而且
最好是“儿女双全”。

生不生二孩自己来做主

尽管在生育这件事上，要考
虑的人和事不少，但归根到底，还
是得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调查中，在回答“是否生二
孩，您觉得谁的意见最重要”时，
52.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想法
最重要，女性态度更鲜明，500位
女性受访者中有 322位做了此项
选择，占比 64.4%；其次是配偶的
意见，占 38.0%；长辈意见和大孩
意见不分伯仲，占比分别为 4.8%
和4.5%。

假如自己不想生二孩，而家
人希望生，您会如何应对？坚持
不生者只占受访者的 21.1% ；
62.7%的受访者表示会和家庭成
员协商解决；另有 16.2%的受访
者则表示还是听家人意见算了，
没必要为生不生孩子和家里人闹
矛盾。

想生二孩的理由是什么？不
想生二孩的理由又有哪些？调查
结果显示：想生的理由排前三位
的分别是两个孩子有伴，有利于
孩子健康成长、减轻子女未来赡
养老人的压力和减少成为失独家
庭的风险。不想生的理由中，经
济状况不允许排在第一位。除了
经济状况不允许，不生二孩的理
由还有诸如再抚育一个孩子时间
精力不足、担心以后有孩子入托
入学难等问题。事实上，早在二
孩政策全面落地后，国家卫计委
相关负责人就曾表示：政府部门
将通过增加公立幼儿园、鼓励以
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包括鼓
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等多项举措满足新增入托需求。
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一项重要
内容就是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
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
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

二孩与职业该如何选择

在生不生二孩这件事上，对
于大多数妈妈来说，还有职业
生涯这道坎。职业女性一边是
工作，一边是二孩，很少能二者
兼顾。从备孕、怀孕、生育，到
孩子出生后的抚养和陪伴，妈
妈付出的心血无疑是最多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女性
在生育的特殊阶段，再分心把
工作做得出色，的确有点勉为
其难。这样的结果是，通过数
年磨练，专业技能趋于成熟、开
始跻身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的妈
妈们，因为生育二孩，有可能不
得不停止前进的步伐，在职业
发展生涯中无奈停顿……对这
样的结果，希望通过努力来实
现自我价值的70后、80后甚至
90后的妈妈们，是不太愿意接
受的。

在回答“您认为如果生育
二孩后，您的职业发展心态会
有影响吗”这一单选题时，500
位女性受访者中有 309位选择
了“有影响，会考虑工作量小一
点的岗位”，占比 61.8%；甚至
有 56位女性选择“只能不工作
了 ，在 家 照 顾 孩 子 ”，占 比
11.2%；只有 27%的受访者比较
自信地认为“和生育前没什么

两样”。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现实
问题，46.4%的受访者表示，假如
自己生育二孩，只能请长辈帮忙
带孩子；甚至有 11.4%的受访者
表示会完全交由家中长辈或其他
亲戚带；不过也有 37.1%的受访
者表示会“夫妻两个自己带”。

“虽然长辈愿意帮忙带孩子，
但我还是想自己带，老人毕竟年
纪大了，带孩子太辛苦；我也担心
隔代教育会产生矛盾。”一位二孩
准妈妈说，“我会尽力安排好工作
和家庭。不过如果需要，我也许
会暂时停下工作一段时间。因为
对孩子来说，再多的礼物都抵不
过父母的陪伴。不管是一个还是
两个孩子，重要的不是生他，而是
培养和教育。”

该如何缓解二孩“焦虑”

或许因为生养二孩不易，不
少家庭出现了二孩“焦虑”现象。

王女士说，生二孩随之而来的心
理压力和焦虑感比生孩子更痛
苦。

调查结果与王女士的表述不
谋而合。数据显示：60.6%的受访
者认为二孩妈妈有焦虑现象，在
女性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
65.4%。

如何缓解二孩妈妈的焦虑？
“关注二孩妈妈的保障与心理健
康问题”以 69.4%排在第一；其次
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二孩
妈妈提供精神支持”，占 65.6%；
第三是“营造女性公平就业的氛
围”，占 56.2%，其他的还有诸如
希望单位或社区成立二孩妈妈互
助团体，定期策划交流活动等。
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二孩妈妈
的焦虑很大程度来源于“谁来带，
怎么带”，如果能提升当前托幼机
构的数量和质量，或许可降低二
孩妈妈的焦虑。

缓解二孩生育焦虑，需要社

会扶持，87.8%的受访者认同这一
观点。那么，需要社会给予哪些
方面的扶持？“教育”以 34.4%的
比例排第一；“医疗”第二，占
19.7%；“女性职业发展”排第三，
占 18.8%；其次分别是住房、日常
照料和孕产妇检查，占比分别为
14.5%、10.5%和2.2%。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国
家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形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回
答“您认为二孩政策对社会最有
利的影响是什么”这一单选题时，
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可“缓解人
口老龄化”，其次是“增加未来劳
动力”和“减小社会出现失独家庭
的风险”。在看到有利因素的同
时，还是有 50.4%的受访者担心
二孩政策可能对已有医疗和教育
资源带来压力；27.1%的受访者担
心未来的中国人口会再次激增；
另有 22.5%的受访者担心新的人
口结构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不想生二孩，
除了经济因素还担心职业发展 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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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正在全市统筹推
进 落 实 的 “ 书 记 项
目”已成为促进基层
党 建 工 作 的 重 要 抓
手，各领域党组织结
合行业自身特色实施
的“党建+业务”活
动，有效提升了党建
工作的吸引力和向心
力。图为 6 月 30 日市
人民医院党员专家惠
民巡回医疗服务走进
茅山老区延陵镇，让

“书记项目”惠及老区
群众。（记者 溢真 通
讯员 孙红娟 摄）

唯有勇于担当的人，才能

真正解放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

是思想最有力的注脚。真正的

解放思想，都是通过一群敢于

担当、善于担当的先锋者来完

成它对社会变革历史使命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

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我们唯有以解放思想引领新发

展，以勇于担当破题开新局。

解放思想，就要走前人没走过

的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既

有坎坷，更有风险，需要巨大

的政治勇气。唯有勇于担当的

人，才能不忘初心、忠于事

业、承担责任、不计个人得

失，才有摧毁旧事物、创造和

发展新事物的勇气。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综合

实力保持全国百强县第 18

位，工业实力上升至第 15

位，先后获得长三角最强中国

制造县（市）、全国文明城市

等称号。这是全市人民实干担

当和创新发展的成果。

过去的成就得益于解放思

想，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同样有

赖于解放思想。当前，我市正

处于转型爬坡期、改革攻坚

期、矛盾凸显期，正处于高质

量发展的“窗口期”“关键

期”，需要全市上下团结拼

搏、共同奋斗，需要全体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担当作为，以

思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再深入、

实践再创新、工作再抓实，切

实把“窗口期”变为“机遇

期”，全力推动丹阳高质量发

展走在苏南前列。

实践证明，没有担当精神

的人，工作中总是按部就班，

怕担责任，遇到矛盾就绕道、

遇到困难就推诿、遇到风险就

退缩，在解放思想上只喊口

号、不见行动。唯有勇于担当

的人，才敢于先行先试，始终

保持一股子冲劲、闯劲、韧

劲，直面问题，迎难而上，面

对发展的僵局，敢于祛除守摊

保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

狭隘思想，敢于冲破旧的思想

障碍和观念束缚，破解改革发

展稳定中的难题，切实担负起

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

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经

验主义，做新的尝试，需要一

份改革创新的本领。解放思想

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如何妥善解决我市当前面

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无现成

答案，无可搬模式，需要在解

放思想中解决问题，依靠党员

干部和广大群众能担当、善担

当的智慧。

在解放思想中强调勇于担

当，不是提倡有勇无谋，而是

需要锐意创新的担当。在实际

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在思想上

不断有新突破、在实践上不断

有新创造、在发展上不断有新

成就，把掣肘经济社会发展的

“硬骨头”一块一块地啃掉，

把阻碍振兴步伐的“暗礁”一

个一个地扫平，找准上头决策

精神与我市工作实际和群众愿

望的最佳结合点，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推进工作。就当前而

言，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聚力产业强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建设精致精美城市同

步发力中担当作为；在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中担当实干；在

坚持问题导向，补齐民生短

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担当

突破，让丹阳发展的步伐更加

持续、更加坚实。

干事创业，精气神最宝贵；

战胜困难，信心和态度最关

键。在解放思想中勇于担当，

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更是新

时期我市高质量发展最宝贵的

精神力量和信心支持。

解放思想贵在勇于担当
——三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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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暑运大幕开启
铁路提速扩能

7版

老骗术再现
商户小心“中招”

3版

买东西先给真币，找借口要

回后掏假币付款。6月 29日早

晨，在西环路上经营五金店的徐

师傅，刚开门店里就迎来了第一

单生意，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是

别人设的局，他收到的是一张百

元假币。

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丹阳日报APP

人医“书记项目”
惠及百姓健康

值班：余桂兵 周德传
编辑：周德传
组版：殷 霞
校对：步剑文

为啥不想生二孩
有各种担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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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游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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