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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广告

出售信息
●开发区门面1至2层5间450m2，86867979

遗失信息
●丹阳市作家协会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51321181511102615L，声明作废。
●丹阳千秋叶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141003041901，声明作废。
●丹阳千秋叶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3030232，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3030248，声明作

废。
●丹阳千秋叶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遗 失 金 税 盘（ 盘 号 ：
661529634360）和增值税专用发
票（号码：01262861~01262885），
声明作废。
●江苏高德霍克工艺品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为明汽车配件
厂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5521501，声明作废。
●丹阳市练湖长乐小吃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
JY23211810045647，声明作废。
●芮剑峰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剑
峰健康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303280005，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303280206，声

明作废。
●丹阳经济开发区居安社区居
民委员会遗失江苏省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号码：
0000419526、0000419527，声明作
废。
●李思梦遗失出生证，编号：
Q320062912，声明作废。
●胡海青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510826320243，声明作
废。
●戴欣莹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
生证，学号：181405641，声明作
废。
●邵丹生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编号：1104020486，声明作废。
●丹阳市陵口镇靓妮达皮鞋厂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眭栋良遗失丹阳市陵口镇靓

妮达皮鞋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1120109，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701120111，声
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三千里烧烤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
号：JY23211810058223，声明作
废。

我中心依据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裁

定书（2017）苏 1181 执 5072 号之

一。并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请江苏丹

上电气成套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02月 02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

动产权相关过户手续，如果上述

当事人逾期不到，我中心依法将

开发区嘉荟新城不动产过户至

江苏吉合物流有限公司名下。

土地使用权证：（2013）03233 同

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月11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姚磊
通讯员 汤国强） 昨天，记者从
市农林行政执法大队获悉，从今
年 2 月 1 日起，我市将严格执行
农业农村部近期发布的《关于调
整长江流域专项捕捞管理制度
的通告》，停止发放刀鲚（长江刀
鱼）、凤鲚（凤尾鱼）、中华绒螯蟹
（河蟹）的专项捕捞许可证，同时
禁止上述三种天然资源的生产

性捕捞。
据了解，此次长江流域专项

捕捞管理制度进行调整，是为了
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
年禁捕工作部署，保护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资源。据市农林行政
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上
世纪60年代，我市刀鲚的年捕捞

量为7吨左右，而进入80年代以
来，刀鲚的年产量开始呈滑坡式
下降。近几年每年 50多天的捕
捞日，全市刀鲚产量只有40～50
斤。为了促进长江渔业资源的
自然补充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
复，全省每年都在减少刀鲚专项
捕捞证的发放数量，去年我市仅
发放了2张专项捕捞证。此次新
政策出台后，将全面禁止长江刀

鲚的生产性捕捞，这意味着我市
从野外合法捕捞长江刀鱼用于
生产销售已不可能实现，渔民切
不可因高昂利润铤而走险，从事
非法捕捞将追究刑事责任。

另据悉，该通告发布后，原农
业部2002年2月8日发布的《长江
刀鲚凤鲚专项管理暂行规定》同
时废止。未来上述三种资源的利
用，将根据资源状况另行规定。

2月1日起三种鱼蟹全面禁捕

通知

请选择汇金天地营业房及
11-14号楼住宅的被征收人即
日起携带本人身份证至丹阳市
化工路1号丹阳市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办公室补偿安置科领取
临时过渡费。

丹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
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丁琴）4日下午，“弘扬传统文
化 唱响时代经典”迎新年文艺

演出在皇塘镇社区教育中心热
闹上演。

整场演出以传统戏曲为主，
演员主要来自该镇各个文艺团
队的骨干，他们展演了锡剧、黄
梅戏、京剧等多个剧种，包括《珍
珠塔》《青丝泪》《拔兰花》等经典
剧目，精彩的演出为群众提供了
丰富的精神大餐。

近年来，该镇基层文艺团队

队伍越来越大，经常自主组织各
类文艺演出。随着今年我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愈演愈热，借
此平台，该镇组织举办各类文体
活动，把快乐送到农家，在促进
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
当地优秀的群众团队搭建展示
自我的舞台，更大程度地丰富当
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皇塘：唱响传统戏曲迎新年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王夕芳）8日上午，我市2018
年度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集中
抽考在市人社局进行。

今年共有 34 家单位的 90
名公务员参加了这次集中闭卷
考试。考试内容为《政务诚信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门

科目。参考人员由市委组织部
和市人社局按照文件规定随机
抽取确定。各单位参考人员的
考试平均成绩将作为检验各单
位培训效果的依据之一。集中
抽考平均成绩不合格的单位，
年度考核优秀比例在原规定比
例基础上核减 1%~2%，抽考不

合格的人员年度考核时不得确
定为优秀等次。

“以考促学、以考促培，进
一步增强了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和理论修养。”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考试对于提升
我市公务员履职尽责能力也有
着积极意义。

90名公务员参加能力建设培训集中抽考

“秀技比武”提升
安全生产技能

为了更好地服务城市市政
道路建设和管理工作，尤其是
更好地应对突发性极端天气市
政应急处置工作，近日，朝阳市
政开展了安全生产技能比武活
动，40 多名职工登场“秀”技
艺、比能力。图为参赛职工在
拆卸、安装“故障”车辆轮胎。

（记者 尹媛 通讯员 黎
黎 王静 摄）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司宣）10日上午，司徒
镇党委召集全镇中层以上领
导干部、村党委书记、副书
记、纪检委员共计 90余人开
展了廉政警示教育大会，集
中观看了发生在镇江市及我
市的典型案例。

会议要求全镇党员干部
认清形势，以更严的标准、更
实的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向纵深发展；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管好
下属及家人，切实履行好“一
岗双责”。镇纪委要灵活运
用好“四种形态”，对发现的
苗头性问题倾向性问题要经
常性开展提醒谈话。

司徒召开廉政
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
讯员 吴文俊）11日上午，民
建丹阳基层委员会联合齐梁
义工社、丹阳市书法家协会
在延陵镇柳茹村举行“贺新
春送春联”活动。活动现场，
书法家协会 13 位名师及民
建书画爱好者不顾条件简
陋，在寒风细雨中泼墨挥毫，
齐梁义工社义工周到服务，
细心维序，现场人头攒动，热
情高涨，一派新年喜庆之景。

民建新春送“福”

本报讯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凌剑 曾萍）职业教
育在精准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根据苏陕劳务协作项
目相关文件精神，我市中专
与陕西富平城乡建设高级
职业中学达成贫困生助读
协议。富平职中首批五名
学生和一名管理老师日前
来到了我市中专学习相关
技能。丹阳赴富平挂职的
相关领导在欢迎仪式上表
示，将围绕“靠得住、读得
起、学得好”来培养富平产
业所需技术技能人才，并希
望富平学子能够在丹阳中
专努力，学有所成，尽快掌
握就业本领。

陕西富平寒门
学子来丹上职中

市场监管局加
强环境监测用
计量器具监管
力度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
讯员 王爱玲）近日，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环境监测用强制检定计量
器具监督检查。监管人员分
别检查了市环境监测站、污
水处理厂以及镇江市重点排
污企业等 19家单位，要求各
计量器具使用单位进一步落
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环境
用计量器具的档案。截止目
前，共检查环境监测用计量
器具 129 台，对使用未经检
定合格计量器具的企业，已
责令限期整改。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网址：www.dy00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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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983129 1385293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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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11 日上午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
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确
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
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
来，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
得了新的重大成果，为实现党和
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
障。一年多来，经过全党共同努
力，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
有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

方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
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
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
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
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
验。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
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必须坚持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
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中流砥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
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
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
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
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只要
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
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
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
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强调，2019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们要继
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
近平就此提出6项任务。一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强化思想武装。坚持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
差。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
查就跟进到哪里，确保党中央令
行禁止。二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
止。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发展积极健康
的党内政治文化。要把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
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
的整治措施。三是弘扬优良作
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要把刹
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
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
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
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四
是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
性胜利。要坚持靶向治疗、精确
惩治，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
查处的重点对象，紧盯事关发展
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重
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大金融领域
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
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要深化标

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五是强
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要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高质量
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发挥派驻
机构职能作用。各级党委（党组）
特别是书记要强化政治担当、履
行主体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
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六是向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
身利益。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
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督，在实践
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体事着
手，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习近平指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
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
己、检查自己。对党中央决策部
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
实落细。要严守政治纪律，在重
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必
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心底
无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
自中央领导同志家属、子女、身边
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违
规干预、捞取好处等行为，对自称
同中央领导同志有特殊关系的人
提出的要求，必须坚决抵制。党
内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
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
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

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让
党内关系正常化、纯洁化。要带
头贯彻民主集中制，服从组织决
定和组织分工。要带头建立健康
的工作关系，不把管理的公共资
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结“人缘”、
拉关系、谋好处。执行这些要求，
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组成人
员具有关键作用。职位越高越要
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越要以坚强党性和高尚品
格，为全党带好头、作表率。

习近平强调，纪检监察机关
是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要忠
诚于党、忠于人民，带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带头加强机关党
的政治建设，健全内控机制，经常
打扫庭院，清除害群之马，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广
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得起磨砺、
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要发
扬光荣传统，讲政治、练内功、提
素质、强本领，成为立场坚定、意
志坚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月11日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
议。11 日下午赵乐际代表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题
为《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
职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完成
1月11日下午，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正常，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完成互

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验项目顺利开展，
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至此，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五战五捷”。图为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拍摄的着陆器（右）和巡视器互拍画面。

韩国南部海域
两船相撞
三人死亡两人失踪

新华社首尔1月11日电 韩
国南部海域 11 日发生一起渔船
与货船相撞事故，目前已确认三
人死亡、两人失踪。

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天清晨5
时左右，一艘9.77吨级渔船与一艘
3000吨级货船在庆尚南道统营市
欲知岛以南大约80公里处海域相
撞。事发时，渔船上共有14人，包
括一名船长、一名船员和12名钓
鱼者。在巴拿马注册的货船用于
运输液化天然气，事发时载有4名
韩国人和14名外籍人员。

截至当地时间 11日下午，已
确认渔船上有三人死亡、两人失
踪、9 人获救并被送往附近港
口。相关部门出动22艘警备艇、
8架飞机和 14艘船，全力搜救失
踪人员。

“中星2D”卫星成功发射
中国航天2019年实现开门红

1 月 11 日 1 时 11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2D”卫星
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 2019 年的首次发射实
现开门红。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1
日上午，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
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国共
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
市政协分别举行揭牌仪式。

北京市级行政中心位于通
州区潞城镇北运河北岸，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区
在北、东、西三面呈品字形排
列，市政府办公区位于市委办
公区北侧，整个办公区建筑风
格简朴庄重大气。

7 时 36 分，庄严肃穆的升
旗仪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
办公区主广场举行。随后，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为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委员会揭牌。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不

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
“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
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
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对于落
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于
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近期批复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
2035 年）》提出，北京城市副中
心要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人随
功能走、人随产业走，到2035年
承接中心城区 40 万至 50 万常
住人口疏解。

记者从北京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获悉，在北京市部分党政
机关陆续迁入城市副中心之
际，北京直接为企业、市民提供
服务的各级各类政务大厅、办
事窗口都不迁入副中心。同
时，北京市正大力推进“一门、
一窗、一网、一号、一端”一体化
建设，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
效智能。

截至目前，北京市级机关
第一批完成了35个部门、165家
单位的主体搬迁。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针对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研考自命题等事件，教
育部 11 日发布通报称，在第一
时间责成相关地方和高校依法
依规迅速调查，妥善处置，严肃
问责。

通报说，事件影响恶劣，后
果严重，暴露出相关高校对考试
招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组织领
导不力，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管
理松懈。为严肃纪律，依据干部
管理权限，经教育部研究决定，
给予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行政
警告处分，副校长靳玉乐行政记
过处分，副校长崔延强行政记过
处分；给予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
勇行政警告处分，副校长胡皓全
行政记过处分。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已
对有关命题教师、涉事人员、学
院负责同志、研究生院负责同志
做出严肃处理并向社会进行了
公告，有关地方主管部门已对相
关地方高校启动了调查问责程
序。

通报强调，各省级高校招生
委员会要进一步强化对本地区
研究生招生单位自命题工作的
指导，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督
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
范执行，切实维护考试招生公平
公正。

教育部通报对西
南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2019年研
考自命题事件问
责情况

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