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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颁奖仪式，大家把最
多的掌声给了一位老人，他衣着
朴素、形象普通，但却是现场最幸
福的人，是精神富裕、成人达己的
慈善楷模。”在昨日上午举办的市
第二届“丹阳慈善奖”颁奖典礼现
场，被市委书记黄春年特别“点
名”称赞的老人，正是 97 岁的姜
听听。

年事已高的姜听听由市慈善
总会工作人员搀扶着上台领奖，
身上标志性的粗布蓝衫虽然样式
老旧，但干净整洁，每颗扣子都扣
得整整齐齐。一同上台领奖的众
人跟着姜老的步伐缓慢而进，与
此相和的是台下连续不断的掌
声；郑重接过“最具爱心慈善行为
楷模”证书的姜老微笑致谢并转
身向台下众人致意，掌声再起；领
完奖回到会场前排座位时，捧着
证书的姜老弯腰向会场全员鞠躬
致谢，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

会场人群中的姜听听实在是
“最不起眼”的一个，可他却凭借
着秉持一生的善行大爱赢得了全
场最响、最多的掌声。

熟悉姜老的人不陌生：战友
困难有需要，他默默捐津贴；国家
支农有号召，他捐出全部“安家
费”；同事拮据生活难，他持续多
年送奖金；家乡建设有需求，他倾
囊捐献；同胞遭灾遇祸，他毅然捐
款；学生读书有难处，他坚持资助
……数十年来，姜听听公益慈善
捐款已达 20多万元，先后被江苏
省、镇江市和我市授予“最具爱心
捐赠个人”“慈善行为楷模”称号。

最热烈的掌声给
“最不起眼”的人

本报记者 尹媛

昨日，云阳街道、丹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市民广场社区举办第
九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义诊咨询宣传活动，特邀家庭医生为广大群众提
供面对面健康咨询和家庭医生签约咨询服务，吸引了 300 余名市民参
加。 (记者 也平 通讯员 志祥 摄)

家庭医生走进
更多市民生活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张栋）昨日上午，我市召开
第二届“丹阳慈善奖”颁奖暨市
慈善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进一步弘扬和表彰社会各界奉
献爱心、回报社会的崇高义举，
激发全民向善、人人为善的慈善
热情，推动我市慈善事业更好更
快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我市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的台阶。市领导黄春
年、黄万荣、沈岳方、任剑平、贺
云华参加活动。

会议宣读了市政府《关于表
彰第二届“丹阳慈善奖”获奖单
位和个人的决定》，并现场为获
得“最具爱心慈善捐赠突出贡献
企业”“最具爱心慈善捐赠先进
企业”“最具爱心慈善捐赠先进
个人”“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
奖项的代表进行了颁奖。

市委书记黄春年在会上指
出，市慈善总会成立六年来，在
全体会员的支持下，团结拼搏，
锐意进取，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
美德，关爱救助困难群体，慈善
文化广泛传播、救助能力不断提
升、慈善组织更加健全，全市慈

善氛围更加浓厚、慈善工作成绩
显著。黄春年说，怀有仁爱之心
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
我们既要发挥好政府财政救助
保障的“主渠道”作用，又要发挥
好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的“再分
配”功能，更大范围地汇集社会
资源，更有效率地帮助困难群
众，力争形成政府保障与社会救
助互联、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互
补、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
救助保障新格局。

黄春年强调，要传承美德，
弘扬大爱精神，凝聚慈善事业发
展共识，进一步深化慈善宣传，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基层所站作用，深入挖掘和宣
传从事慈善事业的好人好事、善
行善举，加大评选表彰力度，努
力在全市营造认知慈善、认同慈
善、乐于慈善、参与慈善的良好
氛围；进一步彰显丹阳特色，弘
扬我市深厚的慈善文化传统，创
新作为，紧紧围绕“大爱丹阳”的
时代主题，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影
响力的丹阳慈善特色品牌；进一
步扩大爱心群体，完善相关机
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慈善

事业的积极性，鼓励各级民间慈
善组织蓬勃发展，不断提高丹阳
慈善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黄春年要求，全市上下创新
作为，完善体系机制，夯实慈善
事业发展基础，一方面，拓宽筹
募渠道，提高慈善救助能力，广
泛发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创新筹募形式，利用好新媒体力
量，搭建凝聚爱心、传递爱心、奉
献爱心的纽带和平台，既鼓励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捐赠款物，又引
导社会公众主动开展志愿服务，
不断拓展慈善内涵；另一方面，
创新救助机制，提升扶贫帮困实
效，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最关
心、困难群众最需要的救助项
目，紧盯社会救助热点、难点，提
升传统项目的救助效能，开发适
应时代要求、社会需求的新项
目，不断拓展救助渠道、创新救
助形式，充分发挥慈善总会的引
领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到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孤残
儿童服务等慈善事业中来。

黄春年希望进一步加强部
门联动、促进互联互通、实现专

业协同，众志成城，形成强大合
力，切实优化我市慈善事业发展
环境。

市长黄万荣主持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结束后，市慈善总

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听
取和审议了市慈善总会第一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2013 年至
2018 年，市、镇、村三级慈善组
织慈善资金收入达 3.008亿元，
救助支出1.05亿元，救助困难群
众117343人次。

会议还书面审议了市慈善
总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收支报
告；听取了市慈善总会第二届理
事会人事安排方案说明；选举了
市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
会成员。

随后召开的市慈善总会第
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
常务理事；选举了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决定任命了副秘书长；
审议通过了聘请市慈善总会名
誉会长名单。会上，市慈善总会
二届理事会新当选会长陈步荣
作表态发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剑
平主持会员代表大会。

表彰社会爱心 弘扬崇善精神
我市召开第二届“丹阳慈善奖”颁奖暨市慈善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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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要求美国
立即归还货船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4日

发表谈话表示，美国近日“非法

抢夺”朝鲜一艘货船的“强盗

般”行为，是对新加坡朝美共同

声明精神的“全面否定”，朝鲜

要求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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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配偶姓名 户籍所在地
陈 江 胡小娟 朝阳新村社区

窦俊花 朱建华 西门大街社区

王彩霞 贺海波 水关路东社区

胡 超 尹彩云 公园新村社区

李 豪 单身 公园新村社区

蒲小艳 离异 万善园社区

付少青 秦婷 云阳桥社区

余显美 离异 朝阳新村社区

汤 蔚 马进 西门大街社区

申请人 配偶姓名 户籍所在地
史婷婷 王腾飞 凤美新村社区

吴晓丽 岳良俊 华南新村社区

蔡建华 离异 凤美新村社区

朱谷谷 胡喜红 阜阳社区

束唯栋 王婷 公园新村社区

储云新 马红琴 访仙镇杨城村

薛锁富 陈明霞 化肥路社区

管如钢 蒋志豪 万善园社区

陈娟芳 离异 万善园社区

根据《丹阳市经济适用住房
管 理 实 施 细 则》（丹 政 规 发
[2010]9号），经社区初审,民政、
房改复审。符合购置条件的申
购人员名单公示如下，请社会各
界 和 广 大 群 众 监 督 。

公示期限：2019 年 5 月 15
日-2019年 5月 21日监督电话：
0511-86908609 86908610

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丹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丹阳市2019年度购置经济适用住房申请人名单公示

新华社北京 5月 14 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医保局日
前就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工作做出新部署，提出将救
治病种扩大到25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
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的 25个病种包括：儿童先
心病、儿童白血病、胃癌、食道
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
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
癌、急性心肌梗死、白内障、尘

肺、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
瘤、骨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
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多药
结核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
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其中，
后四种为今年新增病种。

新部署要求，对 2019 年新
增病种和新发病患者，各省要
尽快摸清底数，实行建档管理，
发现一例，建档一例，治愈一
例，销号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工作开展两年来，救治病种
从开始的 9 个逐步增加至 25
个，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了农
村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为持续深入推进农
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2019 年还将着力提升专项
救治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水
平，进一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推进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省域
内“先诊疗、后付费”等举措。

新华社杭州 5月 14 日电
2019年 5月 14日，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陕西
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冯新柱受
贿案，对被告人冯新柱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七百万元；对冯新柱受贿
犯罪所得赃款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冯新柱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9 年至
2017年，被告人冯新柱利用担
任陕西八大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铜川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代市长、市长、中共铜川市委
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投资、
矿产开发、资金借贷、工程承揽、
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
接或通过他人收受上述单位及
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7047万余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冯新柱的行为构成受
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
处。鉴于冯新柱到案后能够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
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
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对
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
判决。

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电
最高检日前依法分别对缪瑞林、
邢云、钱引安作出逮捕决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缪瑞林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缪瑞
林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邢云涉嫌
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邢云作出逮捕
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钱引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钱引
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
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 82461元，比上年
增加 8143 元，名义增长 11%，
增速比 2017年提高 1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2018 年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实际增长8.7%。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
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7678 元，金融业 129837 元，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3343

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9
倍、1.57 倍和 1.5 倍。年平均工
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
林、牧、渔业 36466元，住宿和
餐饮业 48260元，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55343元。

从增长速度看，年平均工资
增速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采矿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
批发和零售业，增长率分别为
17.2%、14.4%和13.1%。

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
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

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全国共调查约
167.5万家，就业人员1.73亿人。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8380元，比
上年增长11%。规模以上企业包
括了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
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等 16 个行业门类的约
100.7万家企业法人单位。

新华社昆明5月14日电 据
云南省安宁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14日通报，安宁市八街街道境内
13日中午发生山火，当地已组织
军民2000余人进行扑救，目前明
火仍未扑灭。

据通报，5 月 13 日 12 时 57
分，安宁市八街街道五岳村附近
发生山火。山火发生后，当地迅
速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调集
森林消防、武警、专业扑火队等
应急力量上山灭火。

目前，安宁市已组织2000余
人开展扑救，并动用 3架直升机
及70余台运水车、装载机等设备
进行灭火。截至 14 日 13 时，此
次山火明火仍未扑灭，火场山高
坡陡、地形复杂，过火面积约 550
亩，暂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中。

河北雄安新区正式启动征迁安置工作
5月14日，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八于乡龚庄村村民在支持雄安建设条幅上签名。经国务院批准、河

北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人民政府于5月14日发布（2019）第1、2号征收土地和补
偿安置方案公告，标志着雄安新区征迁安置工作正式启动。

5月14 日，海关工作人员展
示查获的象牙制品。当日，海关
总署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杭
州海关举行移交仪式，杭州海关
向林业部门移交象牙制品等共
计 863.69 千克。这些濒危物种
制品来自杭州海关近几年在旅
检、邮递渠道截获，以及杭州海
关缉私部门在各类案件查办过
程中所得。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
者14日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已向
世贸组织（WTO）提交了关于世
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改
革的四方面重点领域。商务部
有关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
示愿与各方共同推动改革取得
进展，使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内瓦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

《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
文件》。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
示，在文件中，中方提出世贸组
织改革四个方面重点行动领域：
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
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
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
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
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
包容性。中方就上述领域的具体
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世界经
济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
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世
贸组织自身谈判进展缓慢，机
构运行效率亟待提高，贸易政
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强。在此背
景下，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
行必要改革，帮助世贸组织解
决当前危机、回应时代发展需

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于去年 11月发布了关
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
阐述了中国对世贸组织改革的
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立场文
件发布后不久，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峰会就支持对世
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达成重要
共识。

中国提交WTO改革建议文件
提出四方面改革重点

云南安宁发生山火
2000余人紧急扑救

杭州海关向林业部门
移交濒危物种制品近
900千克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病种将扩大到25种

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82461元

陕西省人民政府
原副省长冯新柱
一审获刑十五年

最高检依法对缪瑞林、
邢云、钱引安决定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