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阳港华为方便广大燃气
卡表用户充值，正式启动燃气智
能充值项目，在我市各中心位置
布放圈存机供用户提取气量。
截至目前，已完成布放6台，存放
点为：

*北环路 68号（港华客户中
心外墙西侧），24小时；

*兰陵路 68号（开发区行政
中心二楼港华窗口），工作日：
08：30-11：30，13：30-17：30；

*丹北镇新桥新兴路北（中
国银行斜对面港华营业中心
内），工作日：09：00-16：00；

*全福路2号（大定船居委会

向 东 50 米 E 家 小 站 内），8：
00-17：30；

*华南路 82号（华南电信营
业厅内），8：00-17：30；

*金陵西路158号（开发区电
信营业厅内），8：00-19：30。

燃气智能充值方法：
步骤一：微信关注“丹阳港

华燃气有限公司”公众号，首次
关注需注册；

步骤二：点击“燃气服务”，
到“个人中心”中的“户号管理”
添加户号，可根据燃气户号或者
具体地址绑定；

步骤三：点击“我要缴费”为

用气地址充值缴费，成功缴费后
持燃气卡到最近的圈存机上提
气，回家插入燃气表即可完成燃
气充值。

春节将至，丹阳港华提醒广
大用户：使用燃气时，注意开窗
通风，热水器应将烟道通至户
外，及时更换老化超期的燃气具
及软管，外
出 或 燃 气
使 用 完 毕
后，切记关
闭 户 内 燃
气总阀。

好消息，燃气自助圈存机上线了

17 日上午，界牌镇接受镇江市考评组
对2018年界牌镇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及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两项建设

工作进行考评。
此次考评采取听

汇报查资料和现场查
验相结合的方式。首
先，界牌镇相关负责人

从界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的工作内
容、人员配备、考核措施及奖补资金使用情
况，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建设情况、档
案资料和项目奖补资金拨付情况进行了专
题汇报，而后考评组对一事一议建设项目
和村庄环境道路管理情况进行现场查验。
镇江市考评组对界牌镇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宋健根

2018年，全市财政社保资金投入达18
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06亿
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9.33亿元。

一是在城乡居民养老、医保、被征地
农民保障等方面，投入资金 8.78亿元，基
础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10 元、老年
居民养老补贴标准提高到 135元、城乡居
保补贴标准从每人 500元提高到 590元。
二是在社会救助、福利、优抚安置等方面，

投入资金2.65亿元，城乡低保标准每人每
月从 655元提高到 710元，集中养育的孤
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从1870元提高到2027
元，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再就业
人员经费人均保障标准达 65924 元。三
是在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投入资
金3.30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
提高到 70 元。此外，还有计划生育等各
项兜底支出3亿多元。社保科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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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市财政大力支持环境整治
工程，助力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全年共
整合安排各类环境整治资金1.83亿元，提
升群众蓝天幸福感。

在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我市
财政优先保障各类环保支出，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大力支持环境整治、低碳发展以

及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红
线区域补偿、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区域
补偿、土壤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等，共有十二大类，涉及水、气、土壤、污染
物普查、垃圾处理等各方面。通过这些举
措，大力支持全市打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
境。经建科

临近年关，项目资金、民生资金的需求
量较大，为了确保资金兑付安全，提高办事
效率，司徒财政采取措施确保财政资金既快
又安全地运行。

一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计划先
行。首先对本镇资金的可用存量做到心中有
数，财政分局按照工程台账、各部门的项目安
排、历年的日常支出情况，编制出年末支出计

划。二是加强审核，及时兑付。严格执行财
政资金的操作流程，加大对原始凭证的审核
力度，对于上级对企业、部门的补助专款随到
随付，做到不拖不压，提高财政窗口的工作效
率，实行限时办结制，确保年前资金安全准时
支付；三是加强对财政资金事后的跟踪审计，
对于已拨付的财政项目资金进行跟踪监督，
确保财政资金用于实处。皇甫建英

2018 年 11 月底，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发放稻谷补贴的惠农政策，2019 年 1 月
份，我市农民的稻谷补贴就已落袋，他们
可以开开心心过年了。

2018 年 11 月底，根据省政府关于发
放稻谷补贴的惠农政策，市财政局和农委
快速行动，各负其责，仅用了一个月的时
间，按照“谁种粮谁受益”的政策目标，对
我市单一主体种植水稻面积达到20亩及

以上的规模稻谷生产者共 2831 户、总面
积 29.38 万亩进行统计汇总，按每亩 102
元的补贴标准，于1月初将总计2997万元
的补贴资金通过市财政局“一折通”平台
直接打卡发放到应享受
补贴的农户手中。使惠
农补贴政策快速精准落
地，让农民群众开开心心
过年。农业科

一是加强制度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协
助政府健全完善各项财经财务管理制度。

二是加强收支管理。严格非税收入票
据管理，规范各项支出及三公经费的使用，
及时清理暂收、暂付、内部往来等款项。

三是加强业务培训。积极参加上级财
政部门组织的财政培训，同时所内开展学
习交流，及时学习新政策、新知识，提高业

务水平。
四是加强资金监管。采取定期或不定

期的方式对下拨的财政专项资金进行检
查，同时认真对待上级部门的各种审计检
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五是加强纪律宣传。抓住各单位来财
政所报账的机会，大力宣传财政、财经法规，
加强各单位守法意识和廉洁意识。沈晓云

我市2018年度环境整治投入近2亿元

2018年财政社保投入18亿兜住民生保障的底

惠农补贴快速精准落地让农民开心过年

司徒财政做好年前资金的兑付工作

珥陵财政所“五个加强”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界牌农村公益事业接受镇江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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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纳税人：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税收

营商环境，为纳税人提供更加高
效、便捷的服务，丹阳市税务局
决定自 2019年 1月 25日起实行
纳税人可就近到机构所在地税
务机关或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相
关涉税业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各分局设置自助办税设
备，方便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
办理相关申报、新办纳税人套
餐、备案等事项。

二、个体纳税人增值税“一

窗式”比对异常清卡。
三、自助认证终端认证增值

税专用发票。
四、特殊业务类型的纳税申

报征收，主要包括：（一）日常逾
期申报；（二）更正申报；（三）补
充申报；（四）因未签订三方协
议、账号冻结、扣缴失败等原因
需要通过现金缴税的。

五、非正常户解除。
六、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

2019年1月25日

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
关于实行“便民办税”业务事项的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皇甫建英）
临近年关，资金兑付量大，尤其是
项目资金和民生资金。为了确保
资金兑付安全，提高办事效率，司
徒财政采取多措并举，确保财政
资金既快又安全地运行。

一是早做计划，早做准备。
司徒财政分局按照工程台账、各
部门项目安排、历年日常支出情
况，及时编制出年末支出计划。
二是加强审核，加快兑付。严格
执行财政资金的操作流程，加大
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力度，对于上
级对企业、部门的补助专款随到
随付，做到不拖不压，同时实行
限时办结制，确保年前资金安全
准时支付。三是强化跟踪，强化
审计。不断实现财政资金事后
跟踪审计全过程覆盖，对于已拨
付的财政项目资金进行跟踪监
督，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实处。

司徒财政多举措做好
年前资金兑付工作

为确保春运期间辖区航道安全畅通，连日来，市交运局航道管理处加强了航道巡航普法活动。工
作人员沿大运河、丹金溧漕河等干线航道边宣传《航道法》，边检查航道维护技术状况，消除航道安全隐
患，保障黄金水道的平安畅通。（记者 丽娜 通讯员 蒋春葆 摄）

加强巡航保畅通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
讯员 云宣）据最新国家应急
管理部“2018 年度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公示公告”显
示，全国 1488 个社区被评为
2018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我省共 119 个社区入
选，其中镇江占 11 个社区，
云阳街道兴隆苑社区榜上有
名。

据了解，根据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标准，兴隆苑社区
符合居民对社区综合减灾状况
满意率大于 70%、社区近 3年
内没有发生因灾造成的较大事
故、具有符合社区特点的综合
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和经常开展
演练活动等基本条件。

近年来，兴隆苑社区加强
综合减灾工作的创建，取得明
显成效。辖区内的云天减灾救
援促进中心于 2017 年成立并
注册，中心人员配合、协助并
参与社区综合减灾工作，已参
与过 50 余次社会救助救援行
动，组织百余场减灾自救技能
培训和消防安全演练。

兴隆苑获国家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

本报讯（记者 丽萍）22 日
上午，市政协主席沈岳方一行赴
皇塘镇进村入户开展“三解三
促”活动，走访慰问了其挂钩帮
扶村后亭村的两户困难家庭，为
他们送上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沈岳方一行先后慰问了后
亭行政村河北组的困难户张军

和张家村的姜金洪。每到一
处，沈岳方都与慰问对象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
生活、家庭状况以及目前存在
的实际困难等，并送去了慰问
金，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克
服困难，并叮嘱随行的村干部
多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为困

难群众多解决实际问题。交谈
中，沈岳方说，市、镇两级领
导班子一直惦记着挂钩联系点
生活困难的群众，希望困难群
众振奋精神、树立信心，积极
面对眼前的暂时困难。他表
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要因地
制宜、因村制宜，走出一条适

合农村自身发展的路子，要依
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尊重和顺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规律；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要摸清底数，综合施策，扶贫
工作要公正公平公开，调动各
方的积极性和力量，加强群众
监督。

“三解三促”下基层 走访慰问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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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在我国是重要的社交活
动，特别是在年节期间，但是，醉酒
是饮酒者并不乐见的麻烦。什么
叫醉酒？人们往往把“喝不动”“走
不动”称为醉酒，醉酒状态的客观
评价指标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BAC)，BAC 升高速度越快也就
醉得越快。人们常说“酒混着喝
容易醉”，这跟酒的品类以及酒精
浓度有很大关系。

有些酒本身就很醉人
酒是一种多组分的液态混

合物，其中含有水、酒精以及其
他微量组分，而“酒能醉人”的属
性，正是和这些组分有关，不只
是酒精浓度，还有高级醇、醛类
物质等。

同样是蒸馏酒，比如白酒、
威士忌和伏特加酒，三者的酒精
度数基本相当，都在 40~50度左
右，但是喝伏特加却更容易醉
倒。

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
versity)研究小组对 95 位身体健
康的自愿者进行了调查，分别饮
用威士忌、伏特加，分量都超过
酒精饮用标准。根据研究结果，
饮用威士忌的参与者比喝伏特
加的参与者更容易出现诸如头
疼、恶心、口干、疲倦等症状。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相比
伏特加和白酒，威士忌里丙酮和

乙醛的化学成分比较多，正是这
些物质让不同的酒的宿醉程度
和持续时间不同。

含气泡酒精会加速醉
酒

2007 年，发表于《国际法医
学杂志》的一篇论文表示，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和中央兰开夏大
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得出结
论：在伏特加中加入气泡水，可
以让人体更快地摄入酒精，从而
让人感觉醉得更快。

从理论上来讲，包含气泡的
饮料(可乐、啤酒、香槟等)会刺激
胃和肠的蠕动，加速人体血液循
环和吸收，因此也就容易让酒精
更快进入人的体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先
喝啤酒，再喝白酒，会更加容易
让人有醉的感觉，这其实并不能
简单归功于“混酒”，而是由于气
泡在当中发挥的作用。

酒精浓度不同会加速
醉酒

2005 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
志的一篇论文 Alcohol in the
Body指出，酒精在人体内的吸收
速度，会随着酒精度的高低而变
化。

简单来说，在空腹状态下，

20%酒精度吸收最快，其次则是
3%～8%的啤酒，而高于40%的烈
酒则吸收较慢。

人体对于酒精的吸收是有
惯性的，习惯了某种酒精度的
酒，人体内也会产生相应的酒精
吸收速度模式。

如果突然混喝多种酒水，会
造成体内酒精浓度的变化过快
或者过慢，超过日常习惯的变化
模式，机体无法耐受，导致更易
醉酒的情况发生。换句话说，如
果你常混酒喝，机体适应能力自
然会增强，不太容易感觉醉。

不同种类的酒刺激内脏，轻
则出现胃痛、呕吐等不适感觉，
重则诱发胃溃疡、胃炎等。

■酒后别做这些事
1.别立刻睡觉 酒精是靠肝

消化的，立刻睡觉，人体新陈代
谢缓慢，对肝不利，易得酒精
肝。建议用冷水洗脸，坐着休
息。若是重度酒精中毒，很可能
一睡不醒，这种情况下家人要陪
在身边，隔两小时叫醒醉酒者，
喂点白开水或蜂蜜水，直到醒酒
为止。

2.别抠喉咙 喝大了有人爱
抠喉咙，把吐出来缓解醉酒症
状，但很危险。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
军祥表示，催吐会导致胃内容物

反流进入食管，日久导致食管下
括约肌松弛，出现反流性食管
炎。醉酒者意识不清，易吸入呕
吐物引起窒息。

3.别喝浓茶 茶碱有利尿作
用，加速酒精中尚未分解的乙醛
进入肾脏，而乙醛对泌尿系统有
很大的损伤，加上酒精对心血管
有很大的刺激性，而浓茶同样有
兴奋心脏的作用，二者相合，更
增加了对心脏的刺激。

4.别做足疗 很多人喜欢在
酒足饭饱后去做足部按摩放松
一下。浙江省台州医院中医科
副主任中医师李小军提醒，喝酒
后做足疗会加速血液循环，使血
管更加扩张，不利于酒精的排
泄。脚底有许多内脏器官的反
射区，按摩这些穴位会促进血流
加速，体内的酒精又能使血管扩
张，导致脑血流量减少而昏昏沉
沉，醉酒后的患者做足疗可能会
加剧肝脏对酒精的吸收，造成肝
功能损害。此外，极度疲劳、饥
饿或过饱醉酒及饭后半小时内
都不宜进行足部按摩。

5.不宜性生活 江苏省中医
院泌尿男科主任倪良玉提醒，喝
酒后性生活不可取，由于人体在
酒后会出现充血水肿现象，特别
是前列腺，这时急着过性生活易
导致前列腺疾病，损害睾丸，尤
其备孕期间。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中影
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喜剧、动作、冒险电影

《死侍2：我爱我家》；韩庚、

尹正主演喜剧、动作、悬疑

电影《大侦探霍桑》；海莉·

斯坦菲尔德主演动作、冒

险、科幻电影《大黄蜂》；王

千源、包贝尔主演犯罪、动

作电影《“大”人物》；动画、

爱情、奇幻电影《白蛇：缘

起》；惊悚、悬疑、犯罪电影

《密室逃生》；动画、动作、

科幻电影《钢铁飞龙之奥

特曼崛起》。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喜剧、动作、冒险电影

《死侍2：我爱我家》；韩庚、

尹正主演喜剧、动作、悬疑

电影《大侦探霍桑》；海莉·

斯坦菲尔德主演动作、冒

险、科幻电影《大黄蜂》；王

千源、包贝尔主演犯罪、动

作电影《“大”人物》；动画、

爱情、奇幻电影《白蛇：缘

起》；动画、动作、科幻电影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

起》。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备忘录

明日停电
1月27日 暂无。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9
0.10
＜5
0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2
0.15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5
0.18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 小年渐近，随着冷空
气势力的撤离，丹阳今天的气温
要开始回暖啦！今明两天，大家
仍然可以感受到暖暖的阳光哦。

数九寒天转眼已经到了“五
九”，昨天的“五九”依旧阳光灿
烂，在阳光的照耀和偏南风吹拂
下，周日最高气温达到 8-9℃，

一片暖意融融。
本周是春运返乡的高峰。

据气象部门消息，本周前期我市
没有明显的降水迹象，大都在多
云到阴间转换，最高气温也在
0℃以上，最高气温 9-10℃。30
日起，我市将迎来一轮雨水，会
给交通带来明显影响，同时，气
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有望升到

10℃以上。
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是流

感的高发期，临近过年，市民要及
时增减衣物，体弱的老人小孩出
门最好戴口罩，做好防护工作。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转偏

东风，风力都是 3-4 级，早晨最
低气温：2℃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9℃左右。

29 日全市阴，早晨最低气
温：3℃到 4℃，白天最高气温：
9℃到10℃。

30 日全市多云转阴有小到
中雨，早晨最低气温：6℃到7℃，
白天最高气温：12℃到13℃。

天气回暖 最高温有望破10℃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讯
员 荆红） 1月25日上午，我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文化服务平台的法
治文艺宣传小分队在老年公寓举
行了文艺汇演，精彩的节目让老
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这已是文艺小分队“迎新春、送
温 暖 ” 系 列 巡 回 演 出 的 第 9
场。

演出在广场舞《开门红》中
拉开帷幕，《暖心电话》、黄梅戏
《情系黄梅》、秧歌 《徽风晥

韵》、鼓舞《鼓动天地》等一个
个节目勾起了老人们的美好回
忆。

据悉，自 2018年 12月 28日
我市举行了新时代文艺小分队出
征授旗仪式后，文化服务平台便
开始筹划此次巡回演出。2019
年1月17日，红色文艺宣传小分
队在太阳城社区开始了首场演
出，拉开了此次巡回演出的帷
幕。文化服务平台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7支文艺小分队将进行
为期1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他们
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独具地
方特色的文艺形式，让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乡
风文明的丹阳大地家喻户晓；他
们将广泛深入到基层老百姓当
中，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丹阳大地刮起一股能量正、效
率高、影响广、作用大的新时代
文化风。

演出日期

1.20-2.4

1.30

1.31

1.20-2.4

1.20-2.4

2.5

2.5

2.5

2.5

2.5

2.7

2.7

2.7

2.8

2.9

2.9

2.11

2.11

2.11

2.11

2.5-2.20

2.5-2.20

演出时间

14:00

9:00

9:00

10:00

10:00

14:00

14:00

9:00

10:30

10:30

14:00

14:00

14:00

9:00

10:30

9:00

10:30

演出时长

6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100分钟

7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7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演出地点

皇塘敬老院

访仙敬老院

恒宝公司

市民广场

延陵敬老院

丹凤公园

万善公园

市民广场

开发区荆林三城文体广场

市民广场

新新家园社区广场

紫竹园广场

市政府广场

市民广场

市民广场

汤甲皇家花园广场

电视台旁广场

吾悦广场

金鹰广场

西门大街

电视台旁开发区广场

云阳非遗日展演

演出团队

东方

云阳

大钱村

东方

东方

大钱村

大钱村

大钱村

金凤凰

丹剧团

大钱村

大钱村

大钱村

木兰

群星

云阳

大钱村

大钱村

大钱村

大钱村

东方

大钱村

演出分队

模范事迹文艺宣传小分队

红色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模范事迹文艺宣传小分队

模范事迹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文明乡风文艺宣传小分队

十九大精神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法治文艺宣传小分队

丹阳精神文艺宣传小分队

红色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模范事迹文艺宣传小分队

吴风楚韵文艺宣传小分队

文艺宣传小分队演出次序分配表（如遇雨雪天气，演出时间顺延）

我市文艺宣传小分队将在城乡开展巡回演出

年关将至，喝酒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