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党建工作
1、十佳先进党组织（10个）
陵口村党委 居庄村党总支
城墅村党总支 党群支部
丹阳市国土局丹东分局党支部
丹阳市市场监管局陵口分局党支部
陵口派出所党支部
丹阳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党支部
江苏万奔汽配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天乐金属有限公司党支部
2、农村党建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3个）
陵口村 折柳村 新陵村
3、镇级百名优秀党员（100名）
郦明俊 景培德 周银火 王锁云
吉根荣 倪惠芳 郦六昌 张建红
郦金锁 郦淑萍 张文玉 陈书坤
周亚平 周锁留 孙国辉 周丽琴
王开元 邱文群 茅红延 孔锁书
何泽浩 束玉林 邹振华 施书芳
陈荣富 倪大中 蔡荣坤 袁法坤
董叶美 王秋生 陆中清 高新平
葛红仙 张国华 戴金春 王 峻
黄二英 张锁宝 黄耀川 杨建平
黄所红 黄尧正 杭国喜 邓书兴
王燕坡 王金祥 王留生 蔡吉留
蒋建波 张银芳 丁亚芳 高 连
吴国喜 郦建中 樊志良 郦金康
郦国保 马和双 尤金保 邱 敏
陈 欢 高 峰 邹 浩 单玉林
吉俊美 马洋萍 张宗保 陈 霏
袁航海 陈国新 钱文俊 原乐乐
王宇俊 顾建民 赵美琴 杨雅静
颜正红 郦 慧 朱铁军 胡琴凤
卢东明 郑锁留 眭建新 史耀军
周 婷 束镇楠 王玉明 陈国云
束林先 景鑫炳 张炳凤 樊国荣
贺国祥 蒋正芳 郦 飞 王 润
束丽媛 黄火忠 吴菊华 茅荣军

4、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10名）
束建平 黄东海 刘赟涛 徐洪庆
王新娣 张锁林 王小海 刘 鑫
朱学军 钱奕婷

二、工业经济
1、税收贡献先进单位（1个）
江苏丹通电气有限公司
2、科技与人才先进单位（3个）
江苏超峰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远燕医疗有限公司
丹阳市伟鹤翔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3、品牌标准建设先进单位（2个）
江苏丹通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百合倩女鞋业有限公司

三、农村工作
1、农业生产工作先进单位（4个）
郑店村 乐善村 新陵村 漕塘村
2、农村经营管理先进单位（4个）
陵口村 肇巷村 折柳村 煦庄村
3、农产品安全监管先进单位（4个）
城墅村 漕塘村 郑店村 居庄村
4、水利工作先进单位（4个）
陵口村 新庙村 折柳村 漕塘村
5、股份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4名）
陈书坤 杨建平 黄佳慧 董叶美
6、畜禽整治先进单位（3个）
新陵村 漕溏村 肇巷村

四、社会稳定工作
1、综合治理先进单位（4个）
陵口村 乐善村 郑店村 折柳村
2、信访维稳先进个人（4名）
陈江涛 张卫国 袁生军 张银芳

五、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3个）
折柳村
丹阳市丽人之约鞋业有限公司
江苏天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六、污染防治攻坚战先进单位（5个）
煦庄村 郑店村 肇巷村 城管中队
陵口供电所

七、统计工作先进单位（3个）
江苏金茂制链有限公司
江苏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万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八、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个人（3名）
陈国新 郦先明 张国华

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工作先进单
位（6个）
煦庄村 乐善村 居庄村
江苏金茂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折柳金属制品厂

十、国土建房和村镇管理工作
1、国土建房管理工作先进单位（4个）
城墅村 肇巷村 新庙村 乐善村
2、重点工程建设先进单位（5个）
新陵村 陵口村 新庙村 居庄村
折柳村
3、重点工程建设先进个人（8名）
吴伟俊 毛金华 黄东海 黄建忠
蔡国辉 张伟民 陈江涛 朱法根
4、村庄环境长效管理工作（6个）
一等奖（1个）郑店村
二等奖（2个）陵口村 乐善村
三等奖（3个）居庄村 折柳村 城墅村

十一、优秀镇人大代表（5名）
郑正武 袁法坤 周和宝 戎伟英
郦建中

十二、人武工作先进集体（3个）
陵口村 新陵村 煦庄村

十三、民政与残联工作
1、民政工作先进单位（3个）
煦庄村 新庙村 漕塘村
2、残联工作先进单位（3个）
肇巷村 漕塘村 城墅村

十四、人口与文体工作
1、人口与文体工作先进单位（3个）
新陵村 折柳村 漕塘村
2、人口与文体工作先进个人（3名）
郦 俊 董叶美 郦淑萍

十五、群团工作
1、工会工作先进单位（4个）
江苏省未成年人教育实践基地
江苏天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万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远燕医疗有限公司
2、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3个）

陵口中心校 陵口卫生院
丹阳市丽人之约鞋业有限公司
3、妇女工作先进集体（4个）
陵口村 折柳村 陵口幼儿园
折柳幼儿园
4、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5个）
陵口村 陵口中心校 折柳中心校
成教中心 折柳中学
5、老年体育工作先进个人（4名）
樊国忠 陆小峰 倪玉惠 张国华

十六、机关先进科室（5个）
组织科 财政所 人社中心
规建所 环卫所

十七、机关先进个人（10名）
华 超 陈 睿 储伟俊 仲凯宇
高 峰 汤坤坤 张琴华 束玉仙
戎伟英 郦建江

十八、优秀村组干部（30名）
留墅村：陈书红 束志君
乐善村：储梦云 张明锡
肇巷村：郦志俊 郦海林
陵口村：沈林花 郦国俊
煦庄村：郦汉坤 刘玉昌
新陵村：王川耉 倪留中
新庙村：周国勤 束押坤
郑店村：王银方 毛浩英
城墅村：谢镇书 肖利军
漕塘村：黄书法 黄全正
居庄村：王留平 王志芳
折柳村：葛俊堂 黄中和

十九、优质服务窗口单位（15个）
陵口派出所 陵口供电所
陵口供水站 陵口中心卫生院
国土丹东分局 陵口税务分局
市场监管局陵口分局
陵口电信支局
中国移动陵口营业部
江苏有线陵口广电站
丹阳市农业银行陵口分理处
丹阳农村商业银行陵口支行
丹阳农村商业银行折柳支行
陵口邮政支局
折柳邮政支局

稳中求进稳中求进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

全力谱写陵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力谱写陵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关于表彰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基层党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2018年，我镇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抢抓机遇、奋发作为，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激发干劲，经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2018年度在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中共陵口镇委员会
陵口镇人民政府
2019年2月20日

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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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旧金山 2 月 18 日
电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
亚、纽约等 16个州 18日联合向
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北部联邦地

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总统特朗
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
国会筹集经费用于在美墨边境
修建隔离墙一事非法。

加利福尼亚、纽约、科罗拉
多、康涅狄格、特拉华、夏威夷、
伊利诺伊、缅因、马里兰、密歇
根、明尼苏达、内华达、新泽西、

新墨西哥、俄勒冈、弗吉尼亚州
加入集体诉讼。

诉讼书指出，特朗普总统此
举无视美国宪法基本分权原则，
也无权在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
将划拨给禁毒、军事建设和执法
行动的联邦资金重新调整，以用
于修建隔离墙。诉讼旨在保护
美国居民、公共安全、自然资源、
经济利益免受其伤害。

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
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
认为在美国南部边境发生紧急
状况也缺乏客观依据，并与其言
论自相矛盾。

美国总统特朗普 15日签署
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

“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威
胁到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
益”，因此构成“国家紧急状
态”。舆论认为，特朗普此举旨
在绕过国会正常拨款程序，转而
动用国防部经费修建隔离墙。

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18日
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8 日
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总统特朗
普当天发表的对委干涉性言
论，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委

“发号施令”。
马杜罗说，特朗普的讲话

体现了完全的“白人至上主
义”，但委内瑞拉仍将坚持多
元化思想。

他谴责特朗普“自认为是
委内瑞拉的主人”并“直接从
迈阿密向委内瑞拉武装部队下
达命令”，企图军事干预和控
制委内瑞拉。委军队将用“士
气”“团结”和“真相”来回

应特朗普的言论。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市对委裔美国人团体发
表讲话时说，美国寻求委内瑞
拉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仍保留

“所有选项”。他还对委内瑞拉
议会主席、反对党领导人瓜伊
多表示支持，并威胁委军方若
继续支持马杜罗政府，将“失
去一切”。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
萨当天表示，特朗普的论调体
现了明显的冷战思维，美国不
合时宜的对外政策将遭受失
败。

委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

说，美国再次对委进行军事威
胁违反《联合国宪章》，委国
内发生的任何动乱都将由特朗
普政府负责。声明说，委政府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委的单方
面干涉行动。

1月 23日，瓜伊多自我宣
布为委“临时总统”，要求重
新举行大选。美国及一些拉美
国家立即对瓜伊多表示支持。
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
国不断加大对委内瑞拉制裁力
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威胁
不排除对委进行军事干预。

新华社莫斯科2月19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9 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委
内瑞拉军方的表态可被视为一
种威胁。

近日，特朗普呼吁委军方
支持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允许美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进入委境内，否则，他
们将“失去一切”。

1 月 23 日，瓜伊多自我宣
布为委“临时总统”，要求重新
举行大选。美国及一些拉美国
家立即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
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
不断加大对委内瑞拉制裁力

度，特朗普甚至威胁不排除对
委进行军事干预。同时，应瓜
伊多请求，一批美国提供的“人
道主义援助”物资近日抵达哥
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马杜
罗已公开拒绝接受美国援助，
并指责美方虚伪。

俄拟于明年试飞
混合动力飞机

新华社莫斯科2月19日电
俄罗斯巴拉诺夫中央航空发动
机研究所总裁米哈伊尔·戈尔
金近日表示，将在2020年对装
配有混合动力引擎的飞机展开
飞行测试。

戈尔金对塔斯社说，装配
混合动力引擎，意味着飞行器
既能够通过高性能电池获取动
力，也可以通过传统燃料获取
飞行动能。

根据巴拉诺夫中央航空发
动机研究所早些时候发布的计
划，混合动力飞机引擎的研制
是新型混合动力飞机研发工作
的第一步，这一计划的最终目
标是研制出功率为 500千瓦的
混合动力飞机。

2018 年 11 月，参与混合
动力引擎研制的俄罗斯茹科夫
斯基国家研究中心曾宣布，试
飞时间是在2019年。这意味着
首次试飞相比原计划推迟了大
约1年时间。

新华社新德里2月 19日
电 印度拉贾斯坦邦一辆卡车
18日晚冲入婚庆人群，造成包
括 4名儿童在内的 13人死亡，
另有18人受伤。

据当地一名警官说，事故
发生在该邦布勒达布格尔地区
的一条公路上。卡车司机可能
超速行驶，没有看见路旁正在
行进的婚庆人群。

拉贾斯坦邦首席部长阿肖
克·盖洛特对死难者家属表示
慰问，并宣布对事故展开调查。

因道路状况恶劣以及驾驶
员超速、车辆超载等违规操作，
印度交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
统计，印度每年约 15万人死于
交通事故。

新华社墨西哥城2月18日
电 墨西哥索诺拉州总检察长
克劳迪娅·孔特雷拉 18日向当
地媒体证实，该州一个村庄当
天发生一起犯罪集团内部火拼
事件，造成 7 人死亡、3 人受
伤。

当地时间18日凌晨，一个
犯罪集团在该州的圣何塞·德
巴库姆村附近发生内部冲突，
成员间相互开枪射击，造成人
员伤亡。事发后，警方在现场
发现4辆布满弹孔的车辆。

当地媒体报道说，枪战持
续了一个多小时，该犯罪集团
涉嫌偷盗燃油，事发原因可能
与偷油引发的内部矛盾相关。

索诺拉州位于墨西哥西北
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接壤，
常被贩毒集团用作向美国走私
毒品的通道，暴力事件滋生，
谋杀案发案率连续多年上升。

美国16个州联合状告白宫违反宪法
指控特朗普绕过国会筹集经费用于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印度一卡车
冲入婚庆人群
造成13人死亡

马杜罗要求特朗普
停止对委内瑞拉“发号施令”

俄外交部：

特朗普对委军方表态属威胁行为

墨西哥一犯罪集团
内部火拼
致7人死亡

2月18日，在美国芝加哥，人们参加反对特朗普边境安全政策的游行。

新华社开罗2月18日电
埃及内政部 18 日晚发表声明
说，埃及首都开罗老城区当晚
发生一起爆炸，造成两名警察
和一名恐怖分子死亡。声明
说，这名恐怖分子在被警方抓
获后引爆了爆炸装置，还有 3
名警察受伤。这起爆炸事件
与 15 日吉萨省发生的一起未
遂爆炸事件有关。

埃及首都开罗
发生爆炸
致3死3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