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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华南路改造现已
接近尾声，10日，记者从市交警
部门了解到，该道路完工之后两
侧停车泊位将实行限时停放。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改造后
的华南路看到，原本的双向两车
道变成了现在的双向四车道，路
面较之前宽敞了许多，道路两侧
的停车泊位也即将划设完成。

现场工人们正在忙着安装中央
隔离护栏。为更好地方便市民
停车，同时也为了使两侧非机动
车和行人能够安全通行，道路完
工后，交警部门将对道路两侧停
车泊位实行限时停放。记者在
现场看到，两侧的停车泊位是虚
线框，并非实线全包围的，这种
停车位就是限时停车泊位。路
边两侧设置的警示牌上写着，这
种限时停车泊位，晚上 7点到次
日早上 7 点半这个期间是可以
停车的，其余时间段不能停车。

交警部门提醒，华南路是我
市设立的严管街之一，随意违停
或是白天在限时停车位违停都
将被处以罚款 100 元，记 3 分的
处罚，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文明出行，
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交通
环境。

华南路改造后两侧泊位将实行限时停车

施工人员正在安装中央隔离护栏。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健）两被告非法盗采泥
灰岩矿石，造成价值 30 万元左
右的矿产资源被破坏。10日，市
检察院发布一起公益诉讼案，作
为我市首起公益诉讼，被告最终
不仅赔偿近 30万元的环境修复
费，还在媒体上公开向社会赔礼
道歉，“广而告之”警示社会群体
和个人。

据检方介绍，6 月 26 日下
午，我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在镇江市京口区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丹阳市检察院首
次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参加庭
审，对被告孙某、朱某提起诉
讼。记者了解到，2017 年 6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的决定，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涉及重大的危
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都有权对其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责
任。

检方介绍，该案中，从 2017
年2月至8月，被告孙某、朱某经
预谋，非法盗采丹北镇某矿区泥
灰岩矿石，并销售给他人，造成
矿产资源破坏。在公安机关对
孙某、朱某立案侦查后，市检察
院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期
间，委托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对非
法开采区域地质环境恢复进行

评估鉴定。经鉴定，恢复被破坏
的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费 用 共 需
292736元。庭审中，两被告对检
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
理由和证据均无异议。在法庭
主持下，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自愿赔偿因非法采矿造
成的地质环境修复费用，并且在
镇江市级媒体上公开向社会赔
礼道歉。

非法盗采破坏生态环境
赔偿修复费并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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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险！女童手被卷
入电瓶车轱辘内

图为事故现场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晓）昨天早上7时48分
许，第三人民医院门口一名儿
童的手被卡。接到报警后，云
阳消防中队火速赶赴现场处
置。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发
现一名5岁左右女童的手被卷
入电瓶车后座轮胎缝隙中，当
时女童正哇哇大哭，被卡的手
已经变形。见情况危急，消防
人员立即利用剪扩器扩大被卡
位子的空间。5 分钟后，女童
手腕成功脱离轮胎缝隙，随即
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女童家人介绍，因为天
气炎热，怕女童外出被晒伤，所
以为孩子披上了成人型号的纱
巾。谁知在电动车行驶过程
中，由于纱巾过长，不慎连同女
童的手一起卷入车轱辘内。

高温来袭，为美化环境，近日园林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区公
园广场、绿化节点、道路绿化带内的城市花卉进行了统一更
换。据悉，此次更换选择了适应性强、花期长、耐高温、颜色艳
丽的城市花卉，共计更换27万余株，预计本月中旬全部更换结
束。（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戎晓莉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10
日傍晚，一名年轻男子在泰山水
库游泳时，不慎溺水。经辖区派
出所、专业打捞队等多方努力，
11日上午，该男子被打捞上岸，
已无生命体征。

经了解，溺水者为男性，20
多岁，陵口人。10 日当天先从
陵口来到丹阳城区，后来又来到
泰山水库游泳。有目击者透露，
当天傍晚6时许，他路过泰山水
库时，看到一名男子在离岸边不
远处游泳，岸上则放着他的衣
服、手机等物。过了一会，男子

慢慢沉了下去。当时，他以为男
子在潜水，也就没在意。孰料，
男子好久都没露出水面，他担心
出事，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当
即赶到现场，并第一时间联系了
公益救援队赶来搜救。经过数
小时的努力，打捞未果。直至
11 日上午，该男子才被打捞上
岸。

警方再次提醒，泰山水库几
乎每年夏天都会发生溺亡悲剧，
希望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去正规
游泳场所，切勿独自野泳。

悲剧！一男子在泰山
水库游泳时溺水身亡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香草

苑 5幢 1单元 502室房地产进行
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香草
苑5幢1单元502室房地产，起拍
价：56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8 月
14日10时至2018年8月15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
拍卖竞价会；2018 年 9 月 8 日 10
时至 2018年 9月 9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
会。如首次拍卖成交，将不再进

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2018年8

月 7日至 2018年 8月 13日止（节
假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
0511-86703073。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查询。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延陵
镇联兴村的工业房地产进行公
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延陵
镇联兴村的工业房地产（该处不
动产存在违法用地或用地手续、
规划手续、建设手续缺失情况，
买受人需消除违法状态或完善
相关手续后，方能办理不动产登
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起拍
价：5157.6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8 月
14日 10时至 2018年 8月 15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
拍卖竞价会；2018 年 9 月 8 日 10

时至 2018年 9月 9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
会。如首次拍卖成交，将不再进
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2018年8
月 7日至 2018年 8月 13日止（节
假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
0511-86703073。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访仙镇
杨城村的工业房地产进行公开拍
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访仙镇
杨城村的工业房地产（该处不动
产存在违法用地或用地手续缺失
情况，买受人需消除违法状态或
完善相关手续后，方能办理不动
产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起
拍价：4370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8年 8月 14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
竞价会；2018 年 9 月 8 日 10 时至
2018年9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
首次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
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2018 年 8
月7日至2018年8月13日止（节假
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
0511-86703073。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司徒镇丹伏路
北侧商务综合楼的第二层房地产进
行变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丹阳市司徒镇丹
伏路北侧商务综合楼的第二层［房
屋所有权证号：丹房权证司徒字第
27006706 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丹
国用（2016）第 3954 号］，建筑面积
987.93 平 方 米 ，土 地 分 摊 面 积
160.05平方米。

起拍价为311.648万元，保证金
为31万元，加价幅度为1.5万元。

二、变卖期间：2018 年 8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

（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自2018年7月16日起至2018年
8 月 10 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
询，咨询电话 0511-86703073，有意
向者请提前与本院预约。

四、变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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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再就业，市
政府研究决定，提供部分社会化用工岗位，举行第
三批再就业选岗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岗时间：2018年7月13日上午8:00至9:30
进行资格审核，未能按时到达进行资格审核的，视作
自动放弃选岗。

二、选岗地点：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地
址：丹金路 1688 号（丹金路与庆丰路交汇处西南
角）。

三、选岗对象：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第
一、二批已上岗人员除外。

四、选岗方式：采取抽签方式进行选岗（详见现
场选岗方案）。

五、工资待遇：暂按第一、二批已上岗人员工资
待遇标准执行，以 10 年军龄为基数，实发工资为
2582元/月（含个人需承担的住房公积金），超过 10
年以上部分每增加 1年军龄另加 60元/月。待镇江
出台统一标准后，按镇江标准从 2018年 7月 1日起
执行（含原第一、二批已上岗人员）。

选择保安公司上岗的人员，在享受上述工资待

遇基础上，同时享受保安公司相应岗位补贴等待
遇。

六、合同的签订：选择部委办局和镇（区、街道）
岗位的人员，与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选择保安公司岗位的人员，与丹阳市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七、相关要求：
1.选岗人员须携带身份证、选岗通知书，按规定

时间到场；未收到选岗通知书的人员，须携带身份
证、转业证，到现场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发放
选岗通知书。

2.选岗人员选岗后，需终止与原用人单位的劳
动关系方可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从合同签
订之日算起。

3.本次选岗结束后，今后不再单独组织同类选
岗。

丹阳市民政局
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7月10日

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再就业岗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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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

公安局

城管局

交通局

水利局

市场监管局

国土局

规划局

住建局

人社局

农委

检察院

环保局

文广新局

民政局

广电集团

司法局

科技局

体育局

商务局

再就业岗位数

11

8

10

4

2

2

1

1

1

2

2

1

1

2

1

2

1

1

1

1

序号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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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单位名称

总工会

医保中心

粮食局

机关事务管理局

检验检测中心

开发区（曲阿街道）

高新区（云阳街道）

丹北镇

司徒镇

延陵镇

珥陵镇

导墅镇

皇塘镇

吕城镇

陵口镇

访仙镇

界牌镇

练湖度假区管委会

保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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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岗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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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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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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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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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

4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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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华社莫斯科7月11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10日发表声明，否
认最近在叙利亚境内特别是南部
德拉省有俄军人伤亡。声明说，
这类“虚假信息”是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蓄意散布的。

据塔斯社报道，此前，有媒体
称 35 名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人在
叙南部遭自杀式炸弹袭击丧生。

新华社东京 7月 11 日电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11日在东
京记者会上公布，截至目前，日
本西部暴雨灾害已经造成 176
人死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抵
达灾区，他在冈山县仓敷市视察
情况后强调，政府将尽快把此次
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国家将
为灾区重建提供资金援助，希望
受灾群众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1 日，部分灾区仍有雷雨
天气。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广
岛县内数个水塘因流木、沙土堵

塞而有决堤风险，该县福山市和
东广岛市当天相继对危险地区
住户发布了避难指示。

据日本媒体 11 日报道，受
此次暴雨影响，日本 15 个府县
共有 7200人到政府指定避难所
避难，24.4 万户家庭断水，仅冈
山一县就有1.4万栋房屋浸水。

这是日本近 30年来损失最
为惨重的暴雨灾害。日本政府
8日成立“非常灾害对策本部”，
目前投入警察和自卫队在内的
7.5 万人和 83 架直升机在灾区
进行搜救工作。

7月10日，在泰国清莱一处洞穴，最后4名参与营救的泰国海军
救援队员完成任务后庆祝。被困泰国清莱洞穴的最后4名少年足球
队员及1名教练于10日被成功救出。至此，自6月23日来被困洞穴
的13人已全部获救。

俄国防部否认叙境
内有俄军人伤亡

日本特大暴雨遇难人
数升至176人

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
13人全部获救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0 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就军
费和经贸问题再次批评欧洲国
家，认为美国为北约承担的军费
过多。

据白宫记者团提供的现场
实录，特朗普当天在启程前往布
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在
防务问题上，美国对北约贡献良
多，承担了至少 70%的开支，而
欧洲国家付出太少，自己此次将
和这些国家“商量出解决办
法”。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去年
对欧盟贸易逆差高达 1510亿美

元，显示美国正在被欧盟“利
用”。

出席北约峰会后，特朗普将
访问英国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
晤。特朗普表示，相比北约内部
的一系列问题和英国因高官纷
纷辞职而陷入的“混乱局面”，俄
罗斯也许是此行中最简单的一
个问题。他称，俄罗斯是美国的
竞争对手，两国和睦相处并非坏
事，但自己尚不知俄总统普京是
敌是友，需要视自己和普京的会
面情况而定。

特朗普就军费和经贸
问题批评欧洲国家

泰国沉船事故最后一名失联者遗体找到
“凤凰”号上89名游客共有47人遇难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
电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11
日下午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
况记者会上说，泰中救援力量
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遗体，初
步判定为“凤凰”号遇难者。
至此，普吉游船翻沉事故全部
47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
救援力量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
具男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现
人民币、晕船药及与“凤凰”
号乘客同款救生衣，初步认定
为遇难的中国乘客。该遗体预
计当晚运送上岸，其身份信息

还需进一步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

号上 89 名游客中，42 人获救、
47人死亡，其中43具遗体完成
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
民。仍有 1 人遗体被“凤凰”
号船体压在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
府将从船只、船长船员、乘客
三个方面加强行船安全，并在
码头引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备
和新技术，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
挥乍龙蓬则表示，泰中双方救
援队当天进入“凤凰”号沉没

区域进行下潜作业，但因天气
变化影响潜水作业安全而中
止，如明日天气情况允许，将
打捞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
遗体。他透露，这具遗体为男
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宋
卡总领事馆 11日在其网站发布
通告。通告说，7月 10日至 15
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海面将
有2至4米巨浪。目前仍有大批
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乘船出海
或参与浮潜等高危项目。中国
驻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中国公
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事先了

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前
往普吉、甲米、攀牙等安达曼
海域海岛游玩，在每年 5 月至
10月初季风季节，切勿冒险参
与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
等涉水项目。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分左
右，“凤凰”号和“艾莎公主”
号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
暴风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
没。“艾莎公主”号载有 42
人，悉数获救，其中中国游客
35 人。“凤凰”号上载有 101
人，其中游客89人，87人为中
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