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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信息
●恒大名都一期湖景，十楼，160m2，
地暖精装，未入住，13852963102
●城西南土地一块17788363353

出租信息
●2200m2三层厂房出租，水电齐全，地址：金陵
西路圣豪驾校后华星眼镜厂院内，13706101221
●金鹰4楼德天肥牛另有发展，现对外出租，
装修豪华，一千多平米，15906106008马女士

遗失信息
●孙益青遗失和信布行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正 本 ：
321181000200803250035，副 本 ：
321181000200803250088，声明作
废。
●陈通连遗失丹阳市云阳镇通
惠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23211810026548，声明作
废。
●丹阳市清水食品有限公司全
福路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编 号 ：321181000201704110067，
声明作废。

●丹阳市皇塘镇宏涛电器厂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0955502，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黄记国福麻辣
烫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遗失，编号：JY23211810008353，
声明作废。
●丹阳市金茂运输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2266701，声明作废。
●肖玉立遗失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的保单和发票，保单
流水号：170000122388，发票代
码：032001800204，声明作废。
●丹阳市东森绒业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控盘，号
码 ：18686598~18686600，盘 号 ：
661571488773，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蒋宇澄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荣 城 国 际 8 幢 1301 室 、苏
（2017）丹阳市第 0013822号不动
产权证（不动产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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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不动产证

明）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江镇军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江南人家 98+2 幢 2 单元 401
室、丹房权证云阳字第 01050560
号房产证、丹国用（2012）字第
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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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黄东祥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运 河 镇 向 阳 桥 北 、丹 国 用
（2004）字第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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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王文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沿江国际商城 39幢 232室、苏
（2017）丹阳市第 0035452号不动
产权证（不动产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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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不动产证
明）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崔腊耇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皇塘镇青灯村南班组、丹皇集
用（2005）第 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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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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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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心依据镇江市丹徒区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

通知书（2018）苏 1112 执 165 号

之三。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相关规定：请江苏中靖集团

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04 月 04 日

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动产相关

过户手续。如果权利人逾期不

到，我中心依法将坐落在界牌镇

立新村相对应的不动产过户到

南京卡思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土地证：（2010）06755同

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3月14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14 日 发 表
《2018 年 美 国 的 人 权 纪 录》
《2018 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
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
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
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种
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
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
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
国侵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
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

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
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
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
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
不见。如果人们对 2018年美国
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
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
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
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双
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
国共发生涉枪案件 57103件，导
致 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
其中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
2018年美国发生 94起校园枪击
案，共有163人伤亡，是有记录以

来校园枪击案数量最多、伤亡最
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
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美国 1%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财
富总量和收入水平持续下降。
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据，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非洲
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5倍，失
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 2 倍左
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
策致使骨肉分离。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零容忍”
政策，导致至少2000名移民儿童

被迫与家人分离。边境执法人
员虐待、性侵未成年移民案件数
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
司空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
项目24小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
对公民的电子邮件、脸谱网消
息、谷歌聊天、Skype网络通话等
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
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
月刊》网站的报道文章分析认
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
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
控。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在
连续四次上调后，汽油、柴油价
格终于停下上涨的步伐。国家发
展改革委 14日称，按现行国内
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汽
油、柴油价格不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自2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
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
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
算，3 月 14 日的前 10 个工作日
平均价格与 2月 28日前 10个工
作日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
吨不足 50元。根据《石油价格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本次汽
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金
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
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
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
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
若无新的突发因素，短期国际油
价将在当前水平维持区间波动。
后期需重点关注美国对委内瑞
拉、伊朗的制裁，以及石油输出
国组织减产执行情况等。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
家医保局13日发布《2019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将根据基金支付能力
适当扩大目录范围，优化药品结
构，进一步提升基本医保药品保
障水平，缓解用药难用药贵问题。

本次调整以国家药监局批准
上市的药品信息为基础，由专家
按程序科学规范评审确定，并广
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目录调
整将充分发挥西药和中医药各自
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成药数
量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入的西
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年 12月
31日（含）以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注册上市的药品。优先考虑
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
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
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
用、功能主治等进行分类，组织专
家按类别评审。对同类药品按照
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比较，优先
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临床必
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品种。

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

入两种方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
性等前提下，价格（费用）与药品目
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
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格
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
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准
入。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
国家层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
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
已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的，应予调出；存在
其他不符合医保用药要求和条件

的，经相应评审程序后可以被调
出。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步调整
完善药品目录凡例、使用管理办
法，规范药品名称剂型，适当调整
药品甲乙类别、目录分类结构等
内容。在甲乙类别调整过程中，
优先考虑基本药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2019
年6月印发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
拟谈判药品名单，8月将谈判成功
的药品纳入药品目录，同步明确
管理和落实要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将优先调入抗癌药等药品

汽油、柴油价格不调整
上涨步伐终于停下了！

3 月 14 日，观众在车展上参
观。当日，2019第16届海南国际
汽车展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2019海南国际汽
车展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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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白蚁防治
控制白蚁危害
丹阳市白蚁防治所

地址：新民中路216号

电话：86520674

一、加快集成改革步伐，积极推
进“五化服务”

2019 年，市行政审批局将进一
步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利用科学信息
技术，打通区域间、部门间的信息壁
垒，积极推行“信息共享、一网通办”，
坚持系统化思维，强化标准化引领，
紧扣智慧政务主线，积极推进“一门
式”“一窗式”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大
力实施服务标准化、辅导精细化、信
息共享化、代办常态化、便民自助
化。重点构建智慧政务服务应用数
据支撑平台和应用平台，建立行政审
批信息资源库、“一窗式”受理平台，
进一步优化服务窗口配置，让办事企
业和办事群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服务标准化。在服务流程层
面，向服务对象提供满足其需求的各
个有序服务环节和服务质量；在具体
服务层面，各个服务环节中的服务态

度等，包括服务人员所展现出来的仪
表、语言、态度和行为等规范化、程序
化。

2.辅导精细化。在服务对象提
出服务咨询时，各职能部门需向服务
对象提供精确的申报模板，对所提出
的问题耐心、细致解答，并根据经验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服务对象进行
假设性提问或建议。

通过相关软硬件技术，在无人或
较少人员操作下，按照法律法规和部
门的要求，经过自动检测、信息处理、
分析判断、操纵控制，实现预期的审
核等目标。

3.信息共享化。通过相关软硬
件技术，使不同部门信息系统间，信
息和信息产品实现交流与共用，提升
服务效率。

4.代办常态化。进一步加强服
务代办员队伍建设，对代办员定期进

行业务培训和考核，让服务代办成为一
种常态，扩大不见面办事广度和深度。

5.便民自助化。通过“e办事”平
台的拓展和延伸，向社会提供更多自
助服务设备，用简单的方式、便捷的
流程让服务对象会办事，能办事。

二、整合资源，再造投资建设项
目审批流程，进一步提升投资发展营
商环境

在住建局“一站式”申报和“精准
监管”全省试点的基础上，争取普及
到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探索“一张蓝
图”“一个系统”“一个窗口”“一张表
单”“一套机制”的运行机制，对全市
重点项目实施“绿色通道”服务机制，
加强镇区建设项目服务代办员功能
体系建设。所有建设项目全部由代
办员跑腿；数据、信息、图纸等全部从
系统流转；所有资料不重复提交，按
照谁需要谁提供的原则，除验证材料

外，其他前置部门已经出具的批文、
批复全部从系统流转。对所有建设
项目，在 38个工作日取得施工许可
的基础上，争取达成 20个工作日的
普惠目标。

三、加强涉审中介管理
按照全市涉审中介管理办法，行

政审批局将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根据行业诚信服务的有关要

求，指导部门制订涉审中介行业服务
规范和从业人员执业标准，建立服务
承诺、限时办结、执业公示、一次性告
知、执业记录等制度。

2.坚持“非禁即入“的市场原则，
清理取消各种行业性、区域性的涉审
中介市场保护政策，放宽涉审中介机
构准入条件，各部门设定的区域性、
行业性或部门间涉审中介服务执业
限制一律取消。积极引进国内外资
质等级、执业水平、资信度高且本地

紧缺的中介机构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实现同一审批项目的中介机构达到
3家以上，从而加快形成同一审批项
目涉审中介充分、良性竞争的市场环
境。

3.进一步完善“e平台”涉审中介
服务板块，整合涉审中介服务事项和
审批项目等信息。

4.创造条件建立“中介服务超
市”实体服务大厅，采取“自愿进驻、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鼓励引导涉审
中介集中进驻“中介服务超市”实体
服务大厅；探索创建“中介服务网上
超市”。

加快推进“五化服务” 整合资源优化流程 加强涉审中介管理

市行政审批局亮出2019“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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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周钰）昨日上午，我市召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总结
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进一
步推动“精美城市”再提升、“精
准监管”更高效、“精准服务”更
贴心，全力开创新时代住建事业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领导马
耿良、符卫国、沈留海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将实施
城建类重点项目 16 项，总投资
15.54 亿元。其中，市政工程 5
项、水务工程 5 项、燃气项目 2
项、村镇项目4项，具体包括丹凤

路北延、麻巷门桥、城河路北延、
大南门街改造等4条道路工程及
丹阳市夕阳红康体服务中心建
设工程；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
套污水管网工程、138个村庄的
生活污水治理、石城污水处理厂
三期扩建工程、石城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司徒污水处理厂
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煤改气”
和“村村通”工程，推广清洁能源
普及，计划新增燃气管网 50 公
里，新增天然气用户8000户。此
外，今年我市还将进一步完善建
筑工地扬尘管控长效管理机制，

加快建设远程监控系统，按照建
筑施工“6个百分百”“五到位、一
公示”的治理要求，保持扬尘管
控的高压态势，使天蓝、地绿、水
清成为丹阳最靓丽的发展底色；
计划建成35个美丽宜居村庄，全
面启动延陵镇九里村、柳茹村

“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任务，
积极推进延陵镇“西庄湖村”创
建镇江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进一
步融合特色小镇资源，全面推进
吕城镇创建镇江市级美丽宜居
镇；继续做好陵口镇留墅村、丹
北镇陆家村和开发区夏墅村的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工作。
会议还对过去一年住建系

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党
员等进行了表彰。副市长符卫
国希望全市城乡建设者以“有机
更新”为导向，高质量加速城乡
建设美丽蝶变；以“更舒适居住
条件”为己任，高质量构建住房
市场和保障体系；以“转型升级”
为重点，高质量提升建筑业行业
竞争力；以“3550改革”为引领，
高质量优化工程建设领域营商
环境，努力开创住建工作新局
面。

16项重点项目促“精美城市”再提升
我市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束丽娜
通讯员 臧武俊） 为巩固深化
殡葬改革成果，形成“厚养简
葬”的社会自觉，近日，民政
局组织全市各镇（区、街道）
民政办召开了殡葬改革、移风
易俗工作现场推进会，就开展
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回头看”工作进行部署。
与会人员首先集中参观了

司徒镇谭巷村红白理事会、村
民活动中心、高陵永思堂。会
上，谭巷村负责人介绍了本村
红白理事会的工作经验，并就
红白理事会在推动殡葬改革、
移风易俗等方面的作用与各镇
（区、街道）民政办主任进行
了交流。会议还总结了我市上
阶段殡葬整治工作情况，对下
一步的排查清理工作与清明祭
扫事宜进行部署，要求各镇
（区、街道）民政办继续广泛
宣传引导，强化公墓管理，提
高服务质量，注重惠民实效，
做到殡葬惠民政策人人皆知。

我市开展殡葬改
革“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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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桂兵 蒋
须俊）“我们从日本引进培育的
食用菌新品种——鹿茸菇已投
放市场，目前日产量达10吨。鹿
茸菇与松茸齐名，消费者品尝后
反响很好，我们还接到了大订
单！”近日，“草菇大王”、江苏江
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姜
建新与来自湖南长沙的采购商
签订了日供5吨鹿茸菇的长期供
货协议后喜不自禁地告诉记者，
江南生物是镇江乃至全省率先
进行鹿茸菇工厂化栽培的食用
菌企业。

何为鹿茸菇，它有哪些特
点？记者走进菇房内参观，只见

生产架上一瓶瓶长势喜人的鹿
茸菇直立挺拔，状如珊瑚，又似
幼小的鹿角，其菇盖呈半球型，
好似山茶菇，但菇柄却是实心
状。姜建新介绍，鹿茸菇肉质肥
厚细腻鲜嫩，且清香可口，富含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氨
基酸，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
值。

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
我市一家集食用菌技术研发，菌
种繁育，工厂化栽培，产品收购、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省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从去年 6 月份开
始，在草菇、金针菇等产销两旺
的基础上，公司投资2500余万元

新建了鹿茸菇菌种培养室，用以
该品种的研发栽培。“因鹿茸菇
培育采用的是恒温栽培模式，为
保证它在20℃~25℃的无菌环境
下生长，对培养室建设的精细化
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培养室就
相当于医院手术室。”姜建新告
诉记者，鹿茸菇的生长周期在80
天左右，比金针菇多了约 30天，
虽然产量不及金针菇，但它的市
场空间较大、销售价格较理想，
无论是种植效益还是市场前景
都很好。

“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有
望形成日产 20多吨鹿茸菇的规
模，成为国内最大的鹿茸菇工

厂化生产基地。”姜建新雄心勃
勃地表示，围绕市场需求拓展
新品种，积极发展鹿茸菇、虫
草、猴头菇、桑黄等珍稀类药
用菌种植，深挖食用菌产业附
加值、纵向延伸产业链，着力
建成集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食
药用菌全产业链模式，实现企
业由单一种植型向多元化综合
型转变，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
产业是公司的发展目标。江南
生物将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的
示范带头作用，不断引领食用
菌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动能。

特色食用菌产业又添新成员

“草菇大王”开发鹿茸菇投放市场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郡
玉 通讯员 王丽萍） 12 日下
午，由珥陵镇党委政府主办
的“2019 年珥陵镇全民艺术
普及——烘焙讲座”在江苏
江南上一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开班。

活动中，烘焙老师向大
家讲解了西点制作方法和技
巧，并现场制作各类美味的
糕点供大家品尝，这是珥陵
镇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的成效，丰富了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珥陵开设
“烘焙讲座课堂”

日前，司徒镇培棠村村委
会在进行日常环保督查时，发
现区域内绕庄桥路段存在非
法倾倒垃圾现象。13日，该村
委会自制警示标语牌进行安
装，提醒村民不要随意倾倒垃
圾，并将加强监管力度，努力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图为工
作人员正在安装警示牌。

（记者 丽萍 摄）

司徒培棠村
立牌“禁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