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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举措 补短板 抓进度
市领导检查镇（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本报讯 （记者 陈静）离
2018年结束还有两个多月，今年
我市各镇（区）主要经济指标完
成情况如何？昨日下午，市委副
书记赵志强召集开发区、丹北、
司徒三个重点镇区以及发改经
信委、规划局、统计局等主要部
门负责人，就经济薄弱指标和欠
序时重点产业类项目进行交流
汇报，督促各方共同拿举措、补
短板、抓进度。市领导周东明、
黄俊杰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三个镇区分别汇报了
“百日冲刺”推进会后工作落实
情况以及下一步经济工作安
排。据悉，开发区亿元以上项目
入库、先进制造业投资、农民居
民人均收入三项指标完成情况
较好，均排名全市第一，薄弱指
标为工业应税销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先进制
造业利用外资情况，另外，重点
项目建设相对滞后；丹北镇地区
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工业应税销售三项指标完成情

况较好，特别是工业应税销售前
八个月增幅达 42.3%，对全市起
到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该镇先
进制造业投资、重点项目建设完
成情况相对较弱，仍需加大推进
力度；司徒镇亿元以上项目入
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
项指标完成情况较好，重点项目
建设较为顺利，但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工业应税销售、实际利用
外资仍为薄弱指标。

在听取各相关部门作政策
解答和业务指导后，赵志强表
示，“百日冲刺”推进会后，各镇
区和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摸排，
主动找方法找路径，并制定了一
系列工作举措，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
重点产业类项目推进情况仍不
乐观。他指出，要提高认识、强
化担当，在发展上更多地发挥主
观能动性，创新工作方法，拿出
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要紧盯短
板、务实措施，底数要清、原因要
明、措施要实，确保按时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要高效协同、形成
合力，镇区主动担起主体责任，
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指导和服务，
为镇区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共推
全市经济良好健康运行。

又讯（记者 丽娜）昨天上
午，副市长刘宏程带领商务、国
土、统计等部门先后奔赴延陵
镇、珥陵镇与高新区，实地了解
部分重点产业类项目建设情况，
听取辖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
况汇报。

在延陵凤凰工业园，刘宏程
一行重点察看了江苏科信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仔细询问了公司
在建项目进展。据悉，科信光电
在原有数字电缆生产基础上，计
划投资1.3亿元，改造原有厂房，
新上光纤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
光纤 300万芯公里。随后，在位
于珥陵镇振新路以南的珥陵农
产品加工园区，刘宏程对该园区
重点发展面粉、大米、醋、饲料等
农产品加工，走种植、养殖、物流

为一体的加工道路所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并询问了目前园区
内企业入驻情况与下一步发展
规划。

在高新区，刘宏程一行先后
来到留雁工业园区和创业服务
中心 1-2 号厂房建设工地等地
察看。其中，君悦光电年产30万
台激光光机、20万台激光电视整
机生产线是镇江市级重点项目，
项目总投资 3.5亿元，一期建设
宿舍 3000 平方米、厂房 9800 平
方米，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

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部
分镇（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度
偏低、重点产业类项目进展偏慢
等问题，刘宏程要求属地政府进
一步提高认识，认真做好在建项
目的相关数据统计工作，时刻对
标找差；通过外出学习、考察等
方式，积极主动地提高对计划引
进项目的鉴别力，加强园区建设
水平；提前做好谋划，抓好项目
入库、项目建设等工作，力争完
成全年经济指标。

敢为、善为、有为，创造高品质的“城管速度”
——记市城管局局长、党委书记谢正宝

本报记者 尹媛

2016 年 11 月 15 日，谢正宝
到市城管局正式上任。与其他
人“常规上任方式”不同，谢正宝
迈入“大管家”城管局的第一步，
踏在了城建重点工程的建设现
场。

或许是这实在的开端简笔
勾勒了此后工作的主基调，谢正
宝“入职”城管近两年，最让旁人
熟悉的工作场景便是他坐镇一
线，带着“城管人”一起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从谢正宝主导城
管期间不胜枚举的敢为、善为、
有为实例中，凝练而出的“城管
速度”已成为众人认可的“高品
质”“可信赖”代名词。

“新手”呈现惊艳“首秀”，
“第一份作业”开启“城管速
度”“开挂”路

“到任城管的第一天，我就
由局里相关人员带着到了凤凰
山遗址公园建设现场，因为这个
项目既是当时城管的中心工作
之一，也是当年全市30项城建基
础设施重点工程之一，备受各界
关注，可推进情况却不尽如人
意。”在现场与众人只作了简单
的介绍，谢正宝便全神贯注地问
起了公园建设进度及存在问
题。由于拆迁等原因，工程进展
情况缓慢，人力物力的协调组织
和细节工序的微调以及各种突
发性难题接连不断，即便来之前
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但谢正宝不

得不承认获悉详情的那一刻自
己“头都大了”。“事情难是大家
都心知肚明的，要把事情做好也
是大家已有共识的，那关键就剩
下如何做了。我知道那时候大
家都有些迷茫，不知如何聚力推
进工作开展，所以我第一个不能
慌、不能乱。”

细看了一遍项目建设现场
各处，谢正宝迅速理了理思路，
将当下突出问题分轻重缓急排
了序，而后再作细筹谋、巧安
排。此后的每一天，谢正宝都一
趟或多趟地到现场督工。“每天
开任务交办单，组织人力、机械
设备，拍板调整细节工序，甚至
是解决天气等不可抗因素带来
的施工难题，谢局每每在现场都
像是‘定海神针’，是大家的主心
骨，也成了项目抢进度不可或缺
的一重保障。”市城管局副局长
周俊华坦言，一开始挺为新上任
的谢正宝担心的，毕竟以“困难
重重、进展缓慢的凤凰山遗址公
园建设”作为新工作的开局，实
在太考验人、太难出成效了，然
而，这位新晋的城管“掌门人”却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惊艳了
众人。2017年“两会”召开前，凤
凰山遗址公园用不到两个月时
间的“赶工期”“抢进度”，顺利完
工，并在“两会”期间成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交口称赞的亮眼工
程。

不畏难、敢作为的谢正宝并
未以凤凰山遗址公园这一“首份
作业”自满止步，相反，在确信自
己和一众“城管人”能为、可为
后，他带着大家开启了“城管速
度”的“开挂”之路。“北二环延伸
段 12000余平方米的绿化工程，
谢局几乎每天早中晚到场盯进
度，结果仅用4天完成施工；华南

菜市场西侧一脏乱差地块，涉及
拆迁、整治、建设诸多工序，谢局
带着大伙儿仅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将其改造成了停车场；文化城2~5
楼外墙立面装潢出新，谢局接下
重任带着大家仅用10天顺利完工
……”市城管局副局长田锁春作
为参与者、见证者，每每骄傲地向
旁人列举“城管速度”实例时，总
要感叹下“当家人”谢正宝的敢
干、能干的魄力与实力。

“主力军”力担“大考”重任，
坚守文明城市创建前沿最
难处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开展后，城管局便举全局之力，
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挂图作战 20
项重点工作和市政府交办的 19
项重点工作，协调推进社区各项
工作，跟进与其他部门联动的所
有工作，按照序时进度依次落实
公共自行车新建站点、城区居住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安放、老
旧小区‘三线’整治、重点工程推
进等等……可以说，文明城市创
建过程中，我们‘城管人’展现出
了惊人的凝聚力和行动力，变种
种‘不可能’为‘可能’，让市民亲
见了诸多喜人的变化。”谢正宝
说，文明创建中“秩序井然，环境
卫生干净整洁，市民素质文明有
礼”标准，在去年随着进度表的
推进，一一成为丹阳城中显见的
实景。尽管语气中有着骄傲自
豪，但谢正宝并不多谈“城管人”
的贡献与成绩，只说大家的付出
终究是值得的。

事实上，“城管人”的辛劳有
目共睹。而谢正宝的愿为、善
为，“城管人”也有目共睹。“去年
一整年，谢局就没穿过皮鞋，不

是踩着球鞋钻一线，就是套上胶
鞋跑现场。”市城管局组织宣传
科科长徐军红说，像文明城市创
建这样系统性的大工程，并非一
人、一个部门之力便可成功，但
绝对少不了像谢局这般始终坚
守在前沿最难处的认真的领头
人。“一开始按照部门职责分工，

‘三线’整治并非由城管主导实
施，但考虑到这项工作涉及到家
家户户，与城市管理有着密切的
关联，谢局主动揽责，牵头包揽
了这件‘分外事’，全年共完成
365个老旧小区的‘三线’整治任
务。”市城管局数字城管中心副
主任郭红星依旧记得去年梅雨
季时，华南新村“三线”整治因居
民需求难满足、部门协调不到位
而难以推进时，谢正宝踩着半湿
的运动鞋赶到现场，一边安抚居
民，一边召集相关部门现场督办
推进，最终“几欲作罢”的工作还
是完成了。

有了谢正宝的示范引领，
“城管人”更加不惧任务重，更加
奋力求实效。全年开展市容秩
序整治 280余次，取缔各类摊点
5100 余个，现场整改店外经营
3900 余户，清理乱堆乱放 1500
余个，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5万
余张，拆除沿街商户高音喇叭
280余个，拆除违建1.1万余平方
米，查处违章渣土车 120 余起
……一组实打实的数据，串联起
了 2017年我市“城管人”的智慧
和汗水，也精炼再现了城管局挺
立“排头”勇当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主力军”的生动实践。

（下转5版）

今日视点

专骗老年人钱财
一诈骗团伙被抓

一诈骗团伙打着答谢会
的幌子，以送鸡蛋、送金项链
和玉镯等形式吸引老年人听
课，在骗取信任后，趁机兜售
高价保健品，导致陵口镇70多
位老人上当受骗，被骗金额共
计100余万元。10日，记者从
警方获悉，这个专门诈骗老年
人的犯罪团伙已被陵口派出
所打掉，9名犯罪嫌疑人相继
被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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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降门槛
1万元就能买

原先5万元是“起步价”，
现在手头有1万元就能买；原先
只有私募理财才能投股市，现在
公募理财也可以间接入市……
国庆节前，银行理财新规正式落
地。目前已有建行、农行、中行、
交行、招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
行宣布降低部分理财产品销售
起点。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
人透露，在将要出台的理财子公
司业务规则中，将不再强制要求
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面签，理
财产品销售起点也有望进一步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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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内退款
手续费高达80%

货不对板退款难、退票手
续费高达80%、默认“捆绑”搭
售依然存在……刚刚过去的
“十一”黄金周期间，不少消费
者 对 部 分 在 线 旅 游 平 台
（OTA）频频“吐槽”在网上引
起热议。业内人士认为，“离
谱”退改签费甚至拒绝退款等
行为涉嫌霸王条款，有损消费
者合法权益，消费者有理由维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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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丽热巴当选
2018年金鹰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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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信息
●吉祥馄饨上下二层转让15952825911

招聘信息
●招包包子师傅工资3000-4000,13962319888

遗失信息
●贡渊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12050156，声
明作废。
●丹阳市凤凰宴会中心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遗 失 ，证 号 ：
JY23211810046061，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左零右食休闲
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 编 号 ：
321181000201512240010，声明作
废。
●苏延刚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左

零右食休闲食品店营业执照副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511100055，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光明眼镜厂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2390801，声明作废。
●左梓乐遗失出生证，证号：
M320677703，声明作废。
●丹阳市陵口镇魅足鞋底厂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711210251，声明作
废。
●丹阳市皇塘镇红星五金厂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正 本 ：
321181000201501280082，副 本 ：
321181000201501280209，声明作
废。
●王伟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生
证，证号：161405301，声明作废。
●丹徒区宝堰魔尼卡蛋糕店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21000201708170024，声明作
废。
●黄鑫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卤人

甲餐馆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1703100086，声明作
废。
●蔡喆遗失股金证，印刷号：
000024688，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云起浴室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街道华南新村社
区居民委员会遗失江苏省非税
收 入 定 额 票 据 壹 本 ，编 号 ：
00104801-00104900，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王芬兰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东方皮革商城三区 75、77号、
丹政字第 1040278 号房产证、丹
国用（2006）字第 4173 号土地证
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
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10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谢爱清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司徒镇固村西麻 3组、丹司集
用 2002字第 160305号土地证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2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谢保金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司徒镇固村西麻 3队、丹房权
证司字第 1100300号房产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2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钟锁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北门头村二组、丹房权
证丹延字第 070210 号房产证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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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投资门槛下降、投资范围
拓宽，新规之下，百姓理财将
有更多选择。未来还有哪些好
消息值得期待？

根据监管规定，首次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仍需要面签，这
也导致了虽然银行理财门槛降
低，但投资的便利性上相对于
货币基金而言还有欠缺。“我
本来想买一家银行的一款活期
类理财产品，购买起点只要 1
万元，但在手机银行上操作时
才发现买不了，首次购买要去
银行网点面签。”上海白领王
小姐告诉记者。

面签环节能不能省？银保
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
将要出台的理财子公司业务规
则中，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
次购买理财产品在银行营业网
点进行面签。

销售起点能不能再降？该
负责人表示，对于市场机构反
映的进一步降低理财产品销售

起点等内容，拟在理财子公司
业务规则中予以采纳。

据了解，今后监管部门对
理财子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将
不再具体规定销售起点，银行
可自行设置。

而对于不能直接投资股票
的限制，银保监会表示，下一
步，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理财
业务后，允许子公司发行的公
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或者通过
其他方式间接投资股票。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
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以后银行
通过理财子公司销售的理财产
品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资金
可以直接投资股市，面签环节
可以省掉，与公募基金的管理
基本相同，这也与资管新规统
一不同资管行业标准的精神相
一致。“但不是所有银行都有
资格获得成立理财子公司的资
格。”

（新华社）

1万元起投，门槛还有可能再降
——银行理财新规如何影响你的投资？

原先5万元是“起步价”，现在手头有1万元就能买；原先只有私募理财
才能投股市，现在公募理财也可以间接入市……国庆节前，银行理财新规正
式落地。目前已有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宣布
降低部分理财产品销售起点。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在将要出台
的理财子公司业务规则中，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面签，理
财产品销售起点也有望进一步降低。

销售起点下调，增加银行理财吸引力
根据 9月 28日正式落地的

银行理财新规，单只公募理财产
品销售起点由目前的 5 万元降
至1万元，各家银行迅速反应。

建行公告称，9月 30日 17：
00开始，该行“乾元—惠享”（季
季富）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的首次购买起点金额由 5
万元调整为 1万元，成为新规落
地后首个降低投资门槛的银行
理财产品。

农行宣布 10月 1日起调整
部分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产品
数量多达43只。交行宣布10月
8日起对部分面向个人客户销售

的存量及在售公募理财产品起
售金额调整为 1万元，同时调整
部分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起存金
额，包括 23款理财产品和 16款
结构性存款产品。

投资门槛的下调，无论是对
于银行还是投资者来说，都是利
好。

上海银行一位理财经理告
诉记者，降低起售点后能增加银
行理财的吸引力,有效扩大银行
理财的客群基础。招行上海嘉
定区一家网点的理财经理告诉
记者，目前理财门槛降低的产品
主要是灵活型的活期类产品，额

度都比较紧张，每天的额度中午
可能就卖完了。

在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一位投资人正在咨询最新理财
产品信息。她告诉记者，平时自
己的一些小钱散钱会放在余额
宝，现在宝宝类货币基金产品收
益率较低，余额宝资金转入转出
还有限额。相比之下，银行的类
似产品收益率高一些，现在门槛
降低了，自己以后会优先选择银
行理财产品。

业内人士预计，接下来将有
更多银行下调理财产品门槛至1
万元。

理财资金可以间接进股市，风险会增加吗？
除投资门槛下降外，银行理

财新规备受市场关注的还有银
行公募理财产品投资范围拓宽，
可以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投资股
市。

根据现行监管规定，银行私
募理财产品可以直接投资股票，
但公募理财产品不能直接或间
接投资股票，所投基金只能是货
币型、债券型基金，这也与银行
理财产品安全稳健的核心优势
相一致。

理财新规放开公募理财产
品不能投资与股票相关公募基
金的限制，允许公募理财产品通
过投资各类公募基金间接进入
股市。但银行公募理财产品面
向的是普通投资者，放开投资限
制后，资金是否会大量进入股
市？投资风险会增加吗？

融 360分析师杨慧敏表示，
此规定给银行理财资金间接进
入股市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意味
着理财资金会大规模进入股

市。银行理财的客户大都风险
偏好较低，银行理财还是会尽量
保持净值稳定，此外银行在固收
投资上拥有相对优势，进入股市
的意愿也不会很强烈。

擅长投资理财的北京白领
小陈表示，如果是股票型理财产
品的话，会不会买要看收益和风
险情况，但总体来说买银行理财
主要是为了稳妥，这类产品的吸
引力不大。

面签有望不再强制，投资门槛或再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