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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媛）昨日
上午，镇江市副市长、我市市委
书记陈可可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传达省、镇江全会精
神，听取精准扶贫情况、惠农公
司成立相关事项、乡村振兴意见
起草情况汇报，研究讨论《丹阳
市重大产业项目招引优惠政策若
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
丹阳市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若干激励政策》《丹阳市支持
高质量发展、推进重大科技项目
招引的奖励办法》《丹阳市促进
金融资产处置工作意见》等事
项。黄春年、赵志强、李忠法、
沈岳方等市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省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精神以及镇江市委七届
七次全会精神。陈可可强调，全
市上下要认真学习省市委全会精
神，深刻领会其精神要义，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委全会
的精神上来，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好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要紧密
结合丹阳实际，狠抓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攻坚，把省委强调的七个
方面、镇江市委列出的六个方面

重点任务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相
结合，与贯彻落实即将召开的市
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相结合，
持续推进思想大解放，把着力点
放到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全力
以赴推进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确
保完成全年目标，把解放思想的
成效体现到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工作中；要坚定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强化政治建设的
统领性，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要认真落实“一个
体系、三项机制”，结合丹阳实
际制定实施细则，引导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会议听取了精准扶贫情况，
惠农公司成立相关事项以及乡村
振兴意见起草情况汇报。在听取
汇报后，陈可可指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点任务，
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
省市委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部署和要

求，结合丹阳实际，做好上下衔
接，坚持系统化思维、整体化推
进。陈可可强调，成立惠农公司
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作用，推动既有项目落地见效，
推动新的扶贫项目更好实施；要
完善公司章程，依法依规运作，
压实责任、加强督查，进一步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会议研究讨论了《丹阳市重
大产业项目招引优惠政策若干意
见（征求意见稿）》《关于丹阳
市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若
干激励政策》以及《丹阳市支持
高质量发展、推进重大科技项目
招引的奖励办法》。陈可可指
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市相
关部门在分管领导的牵头带领
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既有的政
策，进一步立足当前丹阳实际情
况，进一步借鉴其他城市先进做
法，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相关政
策规定，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
力，稳住了发展的基本面，在爬
坡过坎的攻坚期保持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今年以来，
一些重点经济指标增长明显，迈
向高质量发展起步良好。陈可可
强调，必须坚定发展信心，结合
上级“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苏南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等相关规划，推进产业
强市战略，聚焦重点、突破难
点，切实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走
在苏南前列。陈可可要求，进一
步解放思想，增强开放意识，强
化项目招引支撑，同时确保程序
规范、依法依规；进一步补齐短
板，对重大项目实行“一事一
议”，集聚资源、要素优势寻求
项目突破；进一步明确导向，形
成完整的政策包并落细落小落到
实处，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最大
化发挥政策效应，创新载体建
设，提振发展信心，为我市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丹阳市
促进金融资产处置工作意见》；
讨论了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报
告。

脱下军装离开军营不再是
兵，换上警服走进警队仍是铁
汉。在我市的众多办案辅警中，
退役士兵占了不少，对他们而
言，过去那段军旅岁月的印记难
以抹去，现在在辅警的岗位上工
作一样追求精益求精。现在吕城
派出所从事辅警工作的吕火忠就
是其中一名杰出代表。

今年 37 岁的吕火忠 2000 年
11 月入伍，在兰州军区联勤部
的5年军旅生涯中，他多次受到
上级嘉奖：2001 年 12 月获“优
秀士兵”称号，2002 年获嘉奖
一次，2003 年获“优秀党员”
称号。带着这样的一段经历与成
绩，2005 年 11 月，吕火忠告别
部队，来到吕城派出所从事辅警
工作，站在维护社会平安的第一
线，现担任吕城派出所辅警指导
员。

提到现在的工作，吕火忠的
热情很高，“干一行就要爱一
行，不论是脱下军装离开部队，
还是穿上警服成为一名普通辅
警，我都得摆正自己的位置，踏
实工作，这些也是在部队练就的
心理素质。”吕火忠告诉记者，
初到吕城派出所上岗时，为了避
免案子积压，半路出家的他常常
会向警校毕业的同事请教，“不
论是侦查方法还是法律知识，我
一开始都是一头雾水，为了及时
掌握，就每天下班后或值班时捧
着法律书籍自学。”也正是凭着
这股子“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
色”的劲儿，穿上警服没多久，
吕火忠便适应了辅警的工作。

2006年 9月 5日晚，吕城镇
吕导路东墅村委会门口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吕火忠与同事火速赶
到现场勘查。没曾想，就在吕火
忠与同事仔细勘察时，一辆农用
三轮汽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警
车，被撞动的警车又撞倒了吕火
忠，将他撞出30多米，导致6根
肋骨被撞断，其中一根还将肺戳
穿。“手术时，他全身共缝了十
几针，后背开刀手术刀痕长达
25 公分，医生当时说即便日后
身体恢复了，也要注意，可他却
不听，身体稍好后便急忙回到所
里工作，说是基层事情多，不能
偷懒。”吕火忠的妻子告诉记
者，现在每逢阴雨天，丈夫的伤
口还是会隐隐作痛，但他从无怨
言，而是像过去一样，每天早出
晚归忙工作。

像 2006 年这样的因公负伤
事件，在吕火忠 13 年的辅警生
涯中并不是个例。2017年 2月 9
日晚，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
皇塘镇蒋墅村发现有人贩毒，当
晚值勤的吕火忠和同事迅速赶到
现场，却听到门内传来收拾东
西、冲马桶的声音，“我当时怀
疑嫌疑人在屋内毁灭现场证据，
于是就与同事们一起强行将门踹
开。”吕火忠回忆说，他与同事
将门踹开后，3名嫌疑人中的万
某立即手持尖刀冲上来乱刺，他
的一名同事已被逼至死角，情况
十分紧急。为掩护同事，吕火忠
奋不顾身冲上前，将嫌疑人扑倒
在地。可倒地后的万某并没有停
止反抗，而是继续用刀疯狂乱

刺，以致吕火忠的左腿不幸被刺
中。嫌疑人被制服后，吕火忠不
顾左腿受伤，坚持驾车将嫌疑人
押送至市局。“直到夜半返程
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左腿无法动
弹，裤管也被鲜血浸湿。同事们
又紧急送我到医院救治，诊断后
发现左腿伤口创口长2厘米，深
度3厘米，前后缝合了四针。”

还有在去年，十九大召开期
间，吕火忠被安排参与安保工
作，食宿条件艰苦，早中晚饭自
行安排。每天，他早上5点准时
到达执勤地点，完成常规工作之
余还得负责所内车辆安排等零碎
事务。为了节省时间，吕火忠每
次都在路边随便对付一口，接连
着十几天的不规律饮食，加上休
息不充分，吕火忠患上了急性肠
胃炎。但是所内人手缺乏，为了
确保十九大安保工作不受影响，
吕火忠一天假也没请，硬是忍了
下来，坚守在执勤一线。

脱下军装着警服，变的只是
身上这身行头，不变的却是为人
民服务、保一方平安的誓言。回
到地方后，吕火忠凭借出色的业
务能力与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
于 2015 年获“丹阳市公安局优
秀辅警”称号，2006 年 9 月和
2017 年 3 月两获我市“见义勇
为”荣誉称号，2017 年 4 月获

“镇江市公安局季度好辅警”称
号，2018年1月获评镇江市见义
勇为积极分子，2018年4月获评
我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我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省、镇江全会精神，听取精准扶贫、惠农公司成立、乡村振兴意见起草等情况汇报，研究讨
论《丹阳市重大产业项目招引优惠政策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等事项

脱下军装着警服 坚守一方保平安
——记十佳“最美退役士兵”、吕城派出所辅警指导员吕火忠

本报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朱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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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我市3名学子
被空军院校录取

蔚蓝的天空下，飞行员从
容登上战机，迎着朝阳，战鹰腾
空而起直插云霄……壮志凌云
的“飞行梦”，多少人梦寐以
求。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了
解到，我市3名学子被空军院
校录取，成为了“准飞行员”，这
也刷新了我市学子被空军院校
录取的纪录。

设局骗网友
删微信好友仍被抓

网上交易要慎重！我市
一摩托车店主林某就因一时
疏忽，落入湖北男子王某精
心设下的“圈套”，被骗8000
元。27日，记者获悉，自作
聪明的王某自以为作案过程
“天衣无缝”，删了林某好友
就万事大吉了，谁知还是被
抓，并被判刑。

3版

4版

高温天气依旧
局部有雷阵雨

未来几天，我市仍是高
温天气，并伴有局部地区阵
雨或雷雨，天气变化不大，提
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6版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特效抢眼

动作奇幻电影《狄仁杰
之四大天王》7月27日于全
国公映。这个由导演徐克一
手打造的“IP”历经8年，已
经发展到第三部，前两部分
别于2010年和2013年在中
国大陆收获2.86亿和6亿票
房，成绩不错。在演员阵容
上，除了赵又廷版的狄仁杰、
冯绍峰版的尉迟真金、林更
新版的沙陀忠、刘嘉玲版的
武则天等原班人马之外，又
新加入了两个角色——马思
纯饰演的水月和阮经天饰演
的高僧圆测，徐克的“狄仁杰
宇宙”不断扩大。

9版

美国欲打造
“阿拉伯版北约”

多名美国和阿拉伯国家
官员日前披露，美国近几个
月正与中东盟友商量，以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为蓝本，打
造所谓“阿拉伯版北约”，以
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

10版

受委托，定于 2018年 8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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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埤城食品站内的场地约1600平方米3年租

赁权，起拍价年租金14000元。
2.云阳路99号门市房二楼西侧约 290平方米5

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30000元。
3.后巷王家庄安置门市房（二间）约150平方米

5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 10000元。经营范围为
超市。

4.新桥临街门市约 26 平方米（一间）5 年租赁
权，起拍价每间年租金10000元，详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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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等造成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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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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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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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11时前向本公司交纳
竞买保证金（标的保证金为起拍价），不收现金。

联系电话：0511-86055528
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东方路转盘处 邮政编码：212300 传真号码：86983038 电话：综合新闻部：86983011 86983110 综合办公室：86983010 内容生产部：86983119 教育事业部：86983017 广告事业部：86983023 新媒体发展部：86983129 发行投递公司：86526454
周一至周六出版 报价：零售每份1元 月价24.00元 半年价144.00元 全年订价288.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21181499032 丹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电话：8652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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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拉雷7月29日电
津巴布韦将于 7 月 30 日举行大
选。目前各党派都已结束竞选
活动，静候选举日到来。究竟是
现任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如
愿连任，还是反对党候选人纳尔
逊·查米萨挑战成功？津巴布韦
选民将用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根据津巴布韦选举法，此次
大选将于 8 月 4 日公布结果，如
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
票，还将于 9 月 8 日在得票最多
的两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

此次大选首轮投票有 23名
候选人，创津巴布韦独立以来参
选人数最高纪录。多项统计显
示，目前最有希望问鼎总统宝座
的是，来自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
推举的候选人、现任总统姆南加
古瓦，和其他一些党派联合推举
的候选人、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民革运）主席查米萨。

根据多次民调，5月以来，姆
南加古瓦的支持率一直“领跑”，
但临近选举，他与查米萨的支持
率差距正逐步缩小。分析人士
认为，姆南加古瓦稍占优势，但
鹿死谁手很难说，存在举行第二
轮投票的可能。

75岁的姆南加古瓦，从政经

历丰富，担任总统半年多来，津
巴布韦内政外交取得不小成
绩。此外，在不少民众看来，姆
南加古瓦是津建国前就参加独
立斗争的“老革命”，功勋卓著，
因此竞选优势明显，最大挑战来
自他的年龄。

40 岁的查米萨曾担任津巴
布韦信息通信部部长，今年 2月
民革运原党主席摩根·茨万吉拉
伊去世之后崭露头角。分析人
士认为，他的优势在于年轻，支
持者希望这位新人能给国家带
来新的改变，其劣势在于执政经
验不足和缺乏竞选经费。

在哈拉雷一家银行工作的
摩根认为，在执政党铺天盖地在
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和马路
广告牌和灯箱上打广告时，“囊
中羞涩”的反对党只能发动党员
和支持者在街头找树贴宣传海
报，这很容易让其支持者丧失信
心。

今年选举一个不同以往的
特点是，西方国家逐渐弱化了对
民盟的敌视态度，减少了对反对
党的经济支持，这意味着执政党
在“国际牌”上相比反对党有了
一定优势。

目前，执政党党内矛盾是姆
南加古瓦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可

能是查米萨的机会。前总统罗
伯特·穆加贝的支持意向对大选
仍有不小影响。去年辞职后，穆
加贝曾宣称姆南加古瓦取代他
担任总统，“程序不合法”。但查
米萨竞选中则多次声称获得了
穆加贝及民盟党内反对派的支
持。

津巴布韦大学政治学教授
查瑞迪·曼耶鲁卡认为，查米萨
胜选的机会，在于团结所有反对
党，并通过争取穆加贝的支持分
化执政党的选票。

今年 6月，姆南加古瓦在第
二大城市布拉瓦约举行竞选集
会时，现场有人向主席台投掷手
榴弹，造成多人伤亡。这一津巴
布韦历史上罕有的竞选暴力行
为，给大选投下阴影。为此，民
盟和民革运等党派多次呼吁停
止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让今年
的大选成为“公正、透明、和平”
的选举。

对于此次大选，津巴布韦民
众寄予厚望。“无论你支持执政
党还是反对党，对津巴布韦都是
有意义的选择，让我们和平地投
票，和平地完成权力交接，不要
在选举中有任何的暴力行为。”
哈拉雷市民滕代伊的话，代表了
不少人的心声。

新华社伊斯兰堡 7月 29
日电 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
会 28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在 25日举行的国民议会（议会
下院）选举中，正义运动党在
270个议席中获得 115个议席，
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现年
65岁的党魁伊姆兰·汗将出任
新一届政府总理。

伴随这一结果，巴基斯坦
持续了数十年的政治格局被彻
底打破。过去作为队长带领巴
基斯坦板球国家队夺得世界冠
军的伊姆兰·汗，如今作为政坛
上的第三势力异军突起。他将
如何以变革打造“新巴基斯
坦”，实现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世人拭目以待。

“巴基斯坦队长”

伊姆兰·汗1952年11月出
生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米
扬瓦利一个富庶的普什图族家
庭。少年时期的他在该省首府
拉合尔度过，并就读于当地精
英男校艾奇逊学院。1975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牛津大
学基布尔学院毕业，并获得荣
誉学士学位。

伊姆兰·汗早年有着光辉
的运动生涯记录。板球号称巴
基斯坦国球，而伊姆兰·汗曾以
队长身份带领巴基斯坦板球国
家队击败英格兰队，夺得 1992
年板球世界杯冠军。

利用板球运动生涯积累起
来的声望，伊姆兰·汗 1994 年
退役后积极投身于慈善与社会
公益事业。通过国际和国内筹
款，他在拉合尔建立了巴基斯
坦第一所癌症专科医院。1996
年，他成立了巴基斯坦板球运
动协会并担任主席。2008年他
还在家乡米扬瓦利建立了一所
高等专科院校，并资助学子们
就学。

打破两强格局

伊姆兰·汗在退役后便立
即投身政治。但在布托家族掌
控的人民党和谢里夫家族掌控
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两强
并立轮流执政的时代，伊姆兰·
汗的从政之路并不平坦。

1996 年，他创立了正义运
动党并担任党魁，主打“正义”
牌和“反腐”牌。但这没有在随
后的选举中获得积极反馈。
1997年，他首次竞选国会议员
便遭遇失败。尽管 2002 年他
卷土重来参选成功，然而他所
领导的政党中也仅有他一人当
选。

1999 年，时任巴基斯坦陆
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
变上台。伊姆兰·汗支持穆沙
拉夫，并支持其通过 2002年的

“总统公投”延续执政合法性。
然而到了 2007年，他却倒戈反
对穆沙拉夫谋求连任总统，并
和穆沙拉夫的宿敌穆盟（谢派）
站在一起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反
对穆沙拉夫，还因此遭到软
禁。不过这也为他赢得了政治
资本。

2011 年末，正义运动党在
拉合尔与巴南部重要城市卡拉
奇举办盛大的集会活动。伊姆

兰·汗在集会上现身演讲，提出
“公平、反腐”的口号，并为少数
族裔和妇女的权利发声。

他个人俊朗的形象和富有
感染力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批
年轻选民和中产阶级群体的支
持。

在 2013 年国民议会选举
中，“汗旋风”席卷巴基斯坦全
国各地。正义运动党一跃成为
国民议会第三大党，旁遮普省
议会第二大党。

作为主要反对党，正义运
动党在过去 5年中给执政的穆
盟（谢派）以沉重打击。2014年
8 月，伊姆兰·汗指责穆盟（谢
派）在大选中操纵选举，要求时
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辞职并
重新进行选举，还组织了数万
名支持者游行抗议。2016 和
2017年，他又组织了针对谢里
夫腐败问题的大规模街头抗
议。最终，谢里夫被巴最高法
院裁决取消了总理任职资格，
并在本次大选前夕被捕入狱，
其所属的穆盟（谢派）也在大选
中一败涂地。

减贫反腐改革

尽管有谢里夫因腐败入狱
而使穆盟（谢派）流失选票的

“神助攻”，但伊姆兰·汗在竞选
中也并不是“坐等东风”。他提
出了建立“新巴基斯坦”的竞选
口号，承诺将改革政府治理体
系，推进反腐败运动。此外，他
还承诺将在未来 5 年内创造
1000 万个就业岗位，建造 500
万套低成本住房以改善贫困人
口居住条件。这些政策主张旨
在吸引广大贫困阶层和年轻选
民的支持。

伊姆兰·汗还批评美国的
阿富汗新战略，主张与塔利班
组织保持对话，寻求以沟通的
方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26 日，伊姆兰·汗在首都
伊斯兰堡的私邸自行宣布正义
运动党胜选。在随后发表的电
视演说中，他阐述了新政府的
国内外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
时，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
展成就表示赞赏，并称新政府
将以中国为榜样。他表示，巴
基斯坦“必须要与贫困做斗
争”，新政府将派遣小组赴华学
习扶贫和遏制腐败等方面的经
验。他还承诺将继续推动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吸
引更多建设投资。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伊姆
兰·汗在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
胜利”，但他只有在推动政治变
革的同时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和
经济向好发展，这匹政坛黑马
才能走得更远。

“后穆加贝时代”：

津巴布韦大选
上演“新老对决”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和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民革运）主席查米萨28日分
别在首都哈拉雷举行了大选前的最后一场集会。两人均对在选举中获胜充满信心，呼吁
支持者在投票日积极投票。

津巴布韦大选将于30日举行，560万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和议会议员。根据宪法，
选举开始前24小时内不得举行竞选和集会活动，因此，所有的竞选活动28日都已结束。

此次选举是津巴布韦在前总统穆加贝去年11月辞职之后的首次选举，将有23名候
选人竞选总统，为津巴布韦独立以来的新高。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将于9
月8日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

伊姆兰·汗：

打破政治格局的
巴基斯坦“板球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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