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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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村级公益事业项目，
珥陵财政所把 2018 年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作为一项惠民实
事抓紧抓好。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严格遵照工作程序，做到“五
个到位”。

责任落实到位。该所高度
重视、强化责任分工，指定专人
负责，明确职责，统一组织、精心
规划、监督实施，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政策宣传到位。通过在财政

公示宣传栏中开辟宣传专栏，利
用开会集中宣传等形式大力宣传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增强群
众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

项目监管到位。由财政所、
农经站和村委会组成项目监督小
组，对项目实施全程进行监管。
同时对项目预决算、资金拨付等

关键信息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的
监督，做到公开透明。

资金拨付到位。项目完工通
过验收后，通知施工方完善报账
材料，对报账手续完备，项目质量
过硬的及时拨付资金。

档案管理到位。对验收资金
拨付到位的一事一议工程项目做
好会计记账工作，将申报一事一
议项目的资料、公示记录，原始记
帐资料，开工前和竣工后照片等
资料归档、立册以备检查。姜瑜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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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8年丹阳市财政局青年
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班在无锡市委党
校正式开班。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国
庆率领局党组全体成员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动员讲话。

徐国庆指出，举办此次青年干部
培训班既是我局落实年度干部培训
计划的具体举措，也是提高年轻干部
能力素质、提升青年干部工作效能、
转变青年干部工作作风的重要抓
手。会上，徐国庆对青年干部提出了

“五要五不要”五点建议：一要有书卷
气，不要有书生气；二要严谨，不要拘
谨；三要能吃苦，不要怕吃亏；四要自
信，不要自负；五要昂扬，不要张扬。

勉励青年干部好好把握青春年华，走
好人生的每一步，攀上人生最辉煌的
高峰！

此次培训班共 38名青年干部参
训，为期 3 天，全程实行全封闭式教
学管理，聘请了无锡市委党校的三位
教授，分别从“如何提升积极的工作
态度”、“提高时间管理能力，提升工
作效能”、“传统文化与干部修养”三
个方面进行授课，授课内容丰富。课
堂上，同学们专心听讲，认真笔记，结
合工作实际畅谈自己的心声，与授课
教授互动频繁，反响十分热烈；课堂
外，大家积极交流讨论，不断消化吸
收所学知识。 办公室

一是抓收入。继续在招商引
资上精准发力，做强导墅工业园
区实体经济，在强化税收征管上
精细操作。继续在做实乡镇收入
上规范管理，通过抓收入、抓进
度，确保下半年“双过半”目标。

二是盯风险。继续规范投
资融资管理。继续将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导墅镇重点
工作，严控债务规模，做好项目
规划，规范资金管理，确保不发
生系统性债务风险。

三是强监管。继续规范津贴
补贴、政府性奖励工资等发放，对
违反规定超标准发放的行为将按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加大“三公
经费”监管力度。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支出，严格三公经费的预
算约束。 钱春方 朱晨茜

近日，市财政局围绕“学习新思
想，改革再出发，开放迈新步，发展高
质量”这一主题，紧密联系财政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办解放思想大讨
论实施方案，切实把大讨论活动抓
紧、抓好、抓实。

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市委部署
开展大讨论活动以后，财政局党组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会议，认真学
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成立了财政局
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研究
制定了具体贯彻落实方案。

深入动员，提高认识。把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以支部为单位召开推进
会，对全局的党员干部认真开展活动
动员，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
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中来。

建言献策，发挥作用。立足财政
工作实际，强化问题导向，鼓励干部
职工积极建言献策，扎实推进实践成
果转化，为推进丹阳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的财政力量。 办公室

财政局“三举措”动员部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市财政局举办2018青年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班

珥陵做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导墅镇财政三举措做好下半年工作

司徒镇启动国有（集体）企业清理规范工作
根据上级要求，司徒镇扎实

有效的开展国有（集体）企业清理
工作。5 月底，该镇成立工作小
组，认真梳理本镇所属或监管企
业的相关情况，并按时填报了《镇
国有（集体）企业清理情况表》。6
月份，通过调查摸底和实地走访
等情况，全面梳理全镇国有（集

体）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情
况、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对外担保
情况等。共梳理企业12个，其中
集体企业9个（含已改制未转型企
业6个），有限责任公司3个。

司徒镇将根据清理规范的
步骤和时间节点做好国有（集
体）企业清理规范工作，按照“清

理、整合、归并、注销、规范”的总
体要求，稳步推进镇国有（集体）
企业清理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
为。 殷荣鑫 曾菊珍

本报讯 （通讯员 邱明辉
卢永亮）6月29日上午，市政协副
主席谭国祥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视
察了珥陵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
心，参观了中心服务大厅、开评标
区、档案室等公共服务区域，听取
了中心建设运行情况的汇报。

据介绍，珥陵镇作为江苏省
农村改革试验区，2015年率先进
行农村产权市场建设试点，2016
年实现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
心和 10 个行政村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点全覆盖。截至今年 6 月
底，该镇农村产权共完成进场交
易 69 笔，交易总金额达 5898 万
元，有效促进了农村集体资产资
源的保值增值。

本报讯 （记者 蒋须俊）
6 月 29 日上午，开发区三桥村
村委会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来
自三桥村和河阳村的近百名党
员济济一堂，聆听党的十九代
表、全国劳模、国网丹阳市供电
公司线路二班副班长方美芳作
十九大精神专题宣讲。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
周年，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在乡
村振兴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三

桥、河阳两村党组织结合开展
喜迎“七一”及“五事联动”
主题党日活动，邀请方美芳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同上一堂

“党课”，让基层党员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十九大精神有更深的理解。
得知消息后，三桥村和河阳村
的党员纷纷赶来听课，他们当
中年龄最大的已84岁高龄。

宣讲中，方美芳向大家分

享了自己参加十九大的感受，
谈了她对习总书记报告的理
解，以及如何立足本职工作贯
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的认识。
方美芳用朴实而真挚的语言对
创新、奋斗、奉献这些时代精
神作了生动诠释，让参加活动
的党员不仅受到了教育，而且
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桥村党委书记刘剑峰介
绍，三桥地处城郊结合部，近

年来通过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已形成了以番茄等蔬菜为主的
产业特色，并在城区百家兴市
场叫响了“三桥蔬菜”的品
牌。他表示：“我们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带领全村党员
和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推动乡村振兴和
三桥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不断
奋进。”

为 庆 祝 党 的 97 岁 生
日，界牌镇界西社区召开
了以“一份誓言、一堂党
课、一次捐款”为主题的
庆祝建党 97 周年大会，社
区两委干部、各党支部书
记、部分党员代表及入党
积极分子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爱心一日捐、上一堂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
党课向党的生日献礼。

（记者 陈静 界宣 摄）

十九大代表方美芳应邀为农村党员作专题宣讲

两村党员同上一堂“党课”
市政协委员视察
珥陵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中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 97 周年，6 月 29 日，云
阳街道总工会、华都锦城
社区党支部及锦尚名都社
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赴规划展示馆和
水晶山民俗文化展览馆参
观，共忆发展历史、共话
党员责任。图为党员们在
参观规划展示馆。(记者 萧
也平 通讯员 恽霞 束慧
娟 摄)

界西社区系列
活动庆祝七一

忆历史 话感受
庆七一

七一前夕，云阳街道民
政科联合公园新村、水关路
东社区为重点优抚对象胡夫
英、百岁老人吴桂英送去关
爱和帮助。图为安康通助老
员为老人按摩。（记者 裕隆
通讯员 马月芳 摄 ）

送关爱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张芸）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
毕业生留丹就业工作，7月1日上
午，驻镇高校留丹行动走进丹阳
中专举办专场招聘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与丹阳
中专实行联动机制，通过政府搭
台，与校园实现资源共享。活动
当天，共有 100 家单位参会发布
岗位需求，需求人数达到 1200余
人。专业需求主要涉及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材料化工、市场营
销、金融财务等专业大类，覆盖面
广。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00
余人。此外，活动现场还提供政
策咨询、就业指导、求职登记、定
向服务等，发布了“致 2018 届毕
业生的一份信”，方便毕业生了解
丹阳情况，向毕业生们介绍最新
创业就业及人才政策，为求职者
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同时鼓励
毕业生留丹就业创业。

据悉，为了推进毕业生就业
市场“供给侧”改革，市人社部
门多措并举，全年将开发1万个
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多层
次多渠道推进 2018 年应届毕业
生充分就业，实现“家门口”就
业。

专场招聘会走进
丹阳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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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7月
1日起，全国铁路拉开暑运大幕，
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
期图。铁路部门采取调图、提
速、扩能等多项服务举措，进一
步便利旅客出行，持续提升旅行
获得感。

一是两条新线开通运营。
铁路部门发挥 7月 1日开通运营
的昆明至楚雄至大理、江门至湛
江铁路运能，进一步压缩区域内
旅行时间，昆明到大理 2 小时内
到达，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地区
融入全国高铁网；广州至茂名、
湛江最快 2.5 小时、3 小时可达，
结束了湛江、茂名、阳江粤西三
市不通高铁的历史，粤西人民将
更加便捷地融入珠三角经济、生
活圈。

二是增加“复兴号”开行范
围。“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数量
由 114.5 对增加到 170.5 对，通达
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
首府；在京沪间首次投入运营 16
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 3 列，
后续还将安排16辆长编组“复兴
号”动车组在京广高铁、沪昆高
铁等线路上开行。

三是动态优化运力安排。实
行动车组列车市场化开行方案，安
排日常图、周末图和高峰图，周末
图比日常图多开动车组列车 193
对，高峰图比周末图多开动车组列
车364对，努力实现运力投放与客
流需求精准匹配，满足日常、周末、
小长假、春暑运及突发客流需求。

四是增加动车组投放。全国

铁路增加 120 组动车组投入运
营。在徐州至兰州、西安至成都、
南宁至广州、贵阳至广州、重庆至
贵阳、成都至重庆、合肥至福州、南
宁至成都等方向增开动车组列车。

五是持续提高运输效率。南
京至武汉、柳州至南宁高铁按250
公里时速运营，广西两个中心城市
间真正进入“1小时高铁交通圈”；
武汉、上海间安排开行8趟全程4
小时内的“大站快车”，列车运行时
间最短压缩到3小时51分钟。

此外，铁路部门还增开煤炭万
吨列车，在唐山至呼和浩特铁路
每日开行煤炭万吨列车25趟，煤
炭运输能力提升一倍以上，保障
京津冀以及华东等地区煤炭供
给需求，助力这些地区打赢“蓝
天保卫战”。

>>>链接
加长版“复兴号”首次投运
高科技让旅途更精彩

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当天上午 9
时 ， 首 次 投 入 运 营 的
CR400BF-A 型长编组“复兴号”
动车组列车 G2 从上海虹桥站驶
出，开往北京南站，这也是加长
版“复兴号”动车正式亮相。

据悉，长编组“复兴号”动车
组是适应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环
境和条件，满足长距离、长时间、
连续高速运行等需求，在 8 辆编
组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新型车
组，采用 8 动 8 拖配置，总长度超

过415米，总定员1193人，可满足
时速350公里运营要求。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长编组
复兴号，除了车厢、座位等设备
设施更人性化更舒适美观，在服
务上也体现了科技带来的变化。

在复兴号每个座位扶手上
都有一个与座位号相对应二维
码，旅客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二
维码扫一扫进入“高铁旅客服
务”平台，就可以坐在座位上选
购餐车吧台现时销售的所有餐
食，下单支付成功后，半小时内
由车上服务人员送到旅客座位
上。

餐车供应什么，除了可以通
过扫码订餐的“高铁服务”平台，
旅客还可以通过餐车吧台旁的
显示屏。在自动播放的液晶显
示屏可以看到，餐车供应的品种
丰富，既有 15 元、30 元、40 元、60
元价位十余种盒饭，还有8~15元
扬州包子、鸡肉卷、微波水饺、炒
面、三明治、五芳斋粽子、排骨萝
卜汤，30 元的牛肉汤面还有水
蜜桃等时令新鲜水果，让旅客选
择更丰富、消费更透明。

车厢卫生质量直接影响旅
行生活，在卫生保洁上，复兴号
采用国际先进的腹膜工艺，以养
护代替过去的单纯保洁，经过清
洁覆膜工艺的便器、洗手台等设
备，污渍不沾粘，物体表面不留
痕迹。为消除厕所使用过程产
生的异味，服务人员清洁时用植
物萃取液往便器内喷一喷，便可
消除抑制异味的产生。

新华社济南7月1日电 记者
从山东省政府了解到，《山东省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于7月1日
起施行。其中，对于当前屡屡引
发纠纷乃至冲突的物业收费问
题，如共有部分经营活动的收益、
车位管理等，办法都有了明确的
规范条款，属于山东省创新性规
定的达15条。

部分普通住宅交付后，许多
房主并不着急直接入住。这种情
况下，物业费该如何收取？根据
办法，普通住宅交付后空置6个月
以上的，其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
应当减收；办理空置的程序和具
体减收比例由设区的市、县（市、
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物业
主管部门规定，但收取的费用最

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十。根据办
法，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车库
（场）的车位，交纳停车服务费，空
置不用的免费；对占用物业管理
区域内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
共区域停放机动车的，可以收取
车位场地使用费。办法还规定，
临时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停车的，2
小时内免费，超过的按小时收费。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一边
是25位国内外神经影像领域的名
医专家，一边是近半年学习了数
万份影像的国产人工智能系统，6
月30日，一场神经影像领域的“人
机大战”在京举行，最终，人工智
能的诊断准确率“战胜”名医。

在两场各30分钟的比赛中，
人工智能系统每场约15分钟即完
成诊断。第一场颅内肿瘤的影像
判读医生团队和人工智能的准确
率为66%和87%，第二场脑血管疾
病和血肿扩散的影像判读两者准
确率为63%和83%，人工智能的准

确率均领先约20个百分点。
据悉，参赛的人工智能系统

“天医智”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等共同
研发，在约半年的时间内对北京
天坛医院近10年来接诊的数万份
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病例的影像进
行了系统学习，其“见过”的病例
数目远超一般医生。

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拥军说：“目前已向
国家药监部门提交对‘天医智’的

相关申请，如果今后投入临床使
用，磁共振检查的出片速度将可
缩短至几分钟。此外，如果人工
智能对脑出血的影像诊断准确率
能达到 85%以上，将有望改变对
脑出血患者的急诊模式，及时挽
救更多生命。”

参赛选手、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霍天龙认
为，人工智能“战胜”医生并不可
怕，它对医生来说可以成为聪明
且诊断思路准确的助手，在提升
医生工作效率的同时造福更多患
者。

暑运大幕开启 全国铁路调图提速扩能

近日，有网友发布信息称，陕
西华阴市华西镇政府一公务人员
诱骗、胁迫一名15岁少女发生性
关系。

6月30日，记者从办案民警
处获悉，经调查两人属男女朋友
关系。初次发生关系时，少女已
年满14周岁，因此不予立案；华
西镇政府回复，涉事男子为该镇
职工，属工人身份，根据警方结论
按规定给予其记过处分。

网友发布信息：15岁少
女遭人诱骗胁迫

网友发布的是以少女母亲
名义所写的一份反映材料，其中
显示，华西镇政府一公务人员雷
某，家中已有妻儿，诱骗一名 15
岁的未成年少女，并经常胁迫
这名少女与其发生性关系。

其中称，少女家中只有奶
奶和母亲，雷某公开同少女同
居。连续多日，雷某每晚开车
去少女家中过夜。还称少女被
对方用刀架在脖子上，并遭到
语言威胁。反映材料的结尾，
手写有“反映人：高”的字样，落
款为6月10日。

6月30日下午，记者根据获
得的部分信息，试图联系到少
女及家人，但未果。

警方：两人初次发生关
系时少女已满14周岁

6月30日下午，一名参与调
查的民警告诉记者，6月 6日接
到报警后，该所立即介入调查。

经查，少女出生于2003年6
月16日。雷某的孩子在当地一
所幼儿园就读，而少女在幼儿
园工作。去年9月，两人因为孩
子上学而认识，并加了微信，当
时雷某与妻子感情不和，便与

少女交往。今年春节前后，雷
某和少女在一宾馆入住并初次
发生关系。此后，雷某还经常
到少女家去，并多次留宿。

“根据调查，两人初次发生
关系时少女已年满14周岁。”民
警说，此事调查过程中，刑侦部
门也介入，最终根据调查结果，
决定不予立案。

镇政府：根据警方结论
依规给予处分

对此，华西镇政府回复称，
雷某 28 岁，已婚，属工人身份。
得知其与未成年少女发生不正
当关系后，镇党委立即安排镇
纪委负责人向警方了解案件情
况。

经与办案民警了解，雷某
与少女属男女朋友，两人之间
发生性关系属实，但不存在强
奸犯罪嫌疑。

针对雷某个人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
系，作为镇政府职工，违反了生
活纪律。6月28日晚，镇纪委负
责人与雷某进行谈话。6 月 29
日，该镇领导办公会研究决定，
给予雷某记过处分。

“雷某不是党员，因此只能
给予政纪处分。”6月30日，该镇
一名负责人表示，给予雷某记
过处分，是按照《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作出的，其
中第21条规定，有“其他严重违
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的行
为”，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
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该负责人说：

“根据警方不予立案的结论，不
是情节较重或严重，因此给予
记过处分。”

一镇政府已婚职工与15岁少女
发生关系被记过

人机比“看片”：

国产神经影像人工智能准确率“战胜”名医
陕西：

山东：房屋、车位空置将减收物业费、停车服务费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北京
市网信办7月1日公布信息称，6
月30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
信办会同北京市工商局依法联合
约谈抖音、搜狗等五家公司，针对
抖音在搜狗搜索引擎投放的广告
中出现侮辱英烈内容问题，要求
五家公司自约谈之日起启动广告
业务专项整改。

此次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
工商局联合约谈对象包括抖音、

搜狗、北京多彩互动广告有限公
司、北京爱普新媒体科技有限公
司、霍尔果斯宝盛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约谈要求五家公司全面自查
清理涉侮辱调侃英雄烈士信息，
不得将邱少云等英雄烈士的姓
名、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损害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对所有广告审
查人员、信息安全人员进行政策
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革

命历史教育培训；完善广告审查
机制，将广告审查纳入总编辑负
责制；切实落实公共信息巡查、应
急处置等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制
度。五家公司负责人表示，将严
格按要求整改，自行暂停相关广
告业务。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正在指导北京市工商局对五家
公司依法查处，处罚结果将及时
公布。

加长版“复兴号”的部分坐位配有阅读灯。

加长版“复兴号”部分车厢

投放的广告中出现侮辱英烈内容

北京市两部门联合约谈抖音、搜狗等五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