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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信息
●开发区凤翔花园幼儿园出租
一层，785m2，15952916368（林）

出售信息
●城西南土地 17788363353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吴和方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星光五房庄、丹房权证
丹延字第 050625 号房产证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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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房产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9年4月10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吴和方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星光五房庄、丹房权证
丹延字第 050602 号房产证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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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房产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9年4月10日

遗失信息

●江苏仙桥香料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74559662X，声明作废。
●丹阳市仙桥苗木专业合作社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2975001，声明作废。
●上海丽恩美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丹阳分公司原公章遗失，声明
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渝之椒餐饮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810090228，声明作
废。
●束红卫遗失出租车服务证，档
案号：321181200348，声明作废。
●葛红良遗失出租车服务证，档
案号：321181231896，声明作废。
●苗建芳遗失丹阳市开发区苗

记美食府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321181000201412100042，副
本 ：321181000201412100051，声
明作废。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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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有麻巷门大街 92 号（证
号：丹云 26005）杨家琪（死亡）户
于 2000年 11月 18日拆迁安置在
万善园二村（新世纪小区）6幢 2
单元404室，拆迁安置结算单、安
置协议书及结算凭证拆迁户名
为杨宇一，现杨宇一申请万善园
二村 6 幢 2 单元 404 室为本人所
有并申请领取不动产权证，任何
权益人均可在公告之日内向我

中心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放
弃相关权益。

地址：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原丹阳市国土资源管理
局）（丹桂路 29 号，联系电话：
86920605）

特此公告 ！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5月13日

公 告
扬州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

接的丹阳市简渎河两岸污水管道

工程（一标段）工程，目前已竣

工。根据有关规定并经该单位申

请，现对其保证金退还进行公

示。如对此项目民工工资发放问

题存在意见，请在二周之内跟丹

阳市清欠办反映，联系电话：

86500492，联系人：李先生。

本公示时间从2019年5月15
日起至2019年5月28日止。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广告噱头!
号称“看新闻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

新华社济南 5月 14 日电
“看新闻能赚钱”“随时提现不
受限”……近期，在一些短视
频平台上，经常出现类似的新
闻类 APP 广告。“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多款号称“看
新闻就能赚钱”的APP，根本
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
质，“新闻”也多为猎奇、八
卦等垃圾信息；所谓“看新闻
能赚钱”也只是广告噱头，高
额金币只能折现几毛钱，提现
面临种种套路。

记者实测：广告频现
网络，“能赚钱”有诸多
限制条件

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名为

“淘头条”的新闻 APP 广告，
广告宣称看新闻可以赚零花
钱，一天可以赚几十元，新注
册用户还可以获得 18 元红包，
当天可提现。

刘希同下载后发现，不仅
需要绑定微信号、手机号，还
需要完成平台规定的各项任务
才可以赚取金币。“广告上宣
称赚钱很容易，但实际流程很
复杂，收益和宣传的也明显不
符。”刘希同说。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浏
览了十几分钟，先后出现“趣
头条”“闪电盒子”“蚂蚁头
条”“微鲤看看”“小鸟看看”
等多款打着“赚钱”噱头的新
闻APP广告。一些应用市场的
统计数据显示，“淘头条”“微
鲤看看”等应用的下载量均突
破40万。

一些受访者表示，“看新
闻赚现金”这类广告吸引不少
人下载相关APP，原因在于广
告中经常使用“首次注册奖励
5000 金币”“登录即可获得
1000金币”等标语。

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APP
发现，所谓的金币并不等同于
现金，广告中宣称的高额金币
折算成现金，往往只有几毛
钱，并且只有累计赚到 30 元
后才可提现。一些 APP 在广
告中还宣称“挂机 5分钟提现
十几元”，记者测试后发现并
不能实现。

记者发现，这类 APP 还
存在过度索取用户权限、更改
手机设置等问题。多款 APP
要求用户必须允许读取地理位
置和通讯录信息才可以打开。
记者测试中发现，打开一款
APP后，自己的手机锁屏壁纸
已被更改为软件背景，解锁屏
幕后有不间断的弹窗消息出
现，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有的没有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资质，有的以奖
励的名义发展下线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 APP
虽然打着新闻资讯的旗号，但
平台上的内容有不少低俗信
息 。 记 者 近 日 打 开 “ 淘 头
条”，发现首页推荐的内容标
题为“加微信教你空闲时间在
家怎么用手机赚钱”“女子赌
气离家，晚上回家却见到这一
幕”“奶奶一眼看出保姆跟儿
子关系不一般”，主要为八
卦、猎奇等。有些内容还打黄
色擦边球，配上诱惑性图片。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通过应用程序等形
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许可。但记者在国
家网信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单位许可信息”主页中进行
查询，“淘头条”“亿刻看点”
等多款 APP 未能查到相应资
质。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 APP

还以各种高额奖励来鼓励用户
以“收徒”的名义发展下线，
吸纳更多使用者。有的APP规
定首次邀请好友给予 10000 金
币奖励，邀请到的好友完成相
应任务，再给予 30000 金币奖
励；有的发展下线的奖励则更
具诱惑性，宣传页面上写着邀
请一位用户返现 6 元钱，邀请
100 位以上用户，最高可返
8500元。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发展
下线就有奖励，实际上存在不
少猫腻。老用户邀请到新用户
后，需要新用户做完平台给的
新手任务后才能给予返现，而
平台给新用户的任务，则是继
续发展下线。之所以鼓励用户
发展下线，是因为这些平台中
有大量广告，平台需要广告点
击量来赚取利益。

违规APP亟待规范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些APP不具备资质发布
或转载新闻，违反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相关规定。近两
年，各地网信部门多次对未获
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违规发布、转载新闻，传播涉
黄涉暴及虚假信息的网站和
APP予以查处、关停。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公
安、网信部门开始对此类APP
进行打击。今年 3 月贵阳警方
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李某开发出一款名为“闪阅
精灵”的APP，宣称在该软件
上阅读新闻，每天能赚取40元
至80元不等的收益，并在短视
频平台上进行宣传。骗取大量
网民信任后，借机向用户兜售

“激活卡”，被查获时涉案金额
达100万元。

相关专家认为，一些以
“看新闻能赚钱”为噱头的
APP传播大量垃圾信息，过度
索取用户权限、获取个人信
息，扰乱了新闻阅读市场秩

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匡文波认为，对于不具备互
联 网 新 闻 信 息 服 务 资 质 的
APP，应加大查处力度。各类
手机应用市场也应尽快建立严
格的审核机制，并对违规APP
进行下架处理。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说，鼓励发展下线，使
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了
上下层级，并以参加者本人直
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
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形成“金
钱链”，部分模式与传销的构
成要件相似，应尽快对此类行
为进行规范。

匡文波等专家建议，读者
要对以金钱诱惑、鼓励发展下
线的APP自觉抵制。加强对低
俗违法内容的辨识能力，一旦
发现平台上有谣言、涉黄等信
息，积极向主管部门举报，避
免因贪小利而成为不良信息扩
散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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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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保单位、参保人员：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我市

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社会
保险费从 5月 21日起由税务部
门直接征收。参保单位及个人
社会保险各项业务经办，将于
2019年 5月 15日 18时至 5月 20
日 24 时暂停办理，2019 年 5 月
21日正常办理社会保险各项业
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注
意事项

1、灵活就业人员新参加社
会保险的，需到各级社保经办
机构办理参保登记；参保登记
后，凭身份证（社保卡）到社保
卡发卡银行（农商银行或建设
银行）选择缴费档次后缴费。

2、已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灵活就业人员，继续按原渠
道到农商银行或建设银行进行
缴费；已参保但未签订银行代
扣协议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至
农商银行或建设银行办理代缴
代扣业务，具体事项由税务部
门另行通知。

3、部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代缴代扣人员，请务必在2019年

12月 25日 18：00点前将代扣保
险费存入原代扣账号，扣缴模式
税务部门仍按原渠道扣缴。

二、城乡居民保险注意事
项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仍然按照原渠道办理
参保登记。

2、原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缴费人，代缴代扣仍按原
渠道办理，新参保对象，可至各
级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
后至农商银行或建设银行办理
代缴代扣业务，具体事项由税
务部门另行通知。

3、新生儿等符合跨年参保
条件的城乡居民医疗缴费人
员，请到户籍所在地社保经办
机构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业
务。

新系统上线运行过程给您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12333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
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市医疗保障局

2019年5月13日

今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减
税降费政策，特别是深化增值税
改革政策，市税务局采取多项举
措宣传落实优惠政策，助力企业
肩负腾飞。

一是打造“实体培训”配套工
作机制。分级分层次同步开展宣
传辅导，通过不断摸索，已形成由

“大型专场+基层定期+导税服务”
相结合的培训和宣传辅导工作机
制；联合税务师事务所开展 11 场

“大型专场”培训，场均参与500户
企业，围绕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增值税税率下调、小微企业减税
降费等政策进行申报辅导和政策
解读；基层分局组织辅导宣传小
专场 80 余次，覆盖 600 多户各类

企业；通过“纳税人学堂”开展专
题培训辅导 3 期，每期平均参与
100余人次。

二是建立“专区专窗专人”快
速响应机制。依托办税服务厅、
审批中心新办登记窗口设立“减
税降费咨询服务专区”，开辟窗口

“绿色通道”，配备专业辅导和咨
询人员，集中受理纳税人高频业
务、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日接待纳
税人30户次；开展“主动式”服务，
通过对申报信息和经营情况的查
询审核，对符合优惠条件的企业
予以登记，建立“享惠企业服务对
象名册”，并自动转入减税降费宣
传服务、申报服务环节。截至目
前，该专窗已累计接待纳税人

2500 余户次，受理一般纳税人转
小规模纳税人业务300多户，办理
扩大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发票业务
80多笔，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三是倡导“灵活借力”活跃减
税降费氛围。借助“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契机，推出“新税务新服
务”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党员、团
员干部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
深入纳税人当中，践行雷锋精神、
宣传个税新政、解读减税降费新
政策，受到纳税人好评；开展“点
亮梦想与税同行”活动走进南师
大中北学院，面对面与大学生开
展交流，结成创新创业对子，实施
为高校大学生提供涉税咨询。

公告市税务局三举措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市税务局为提升离退休干部的党性修养、丰富
其精神文化生活，于5月13日上午，组织80余名离退
休干部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活动过程中，离退
休干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参观学习活动，不但再次
回 顾 了 党 的 执
政 历 史 与 艰 苦
历程，而且更坚
定 了 对 党 的 信
仰。 俞婕

2019年 第20期
税务案件举报电话：86239917 纳税咨询电话：1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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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税务

为方便群众前来办理业务，
经上级批准，我单位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起，作息时间调整为：上
午8:30-11:30，下午13:30-17:30。

特此通告
丹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19年5月13日

通 告

本报讯（记者 菀滢）记者
近日从市城管局垃圾分类办了
解到，自去年12月我市推行“垃
圾分类积分卡”以来，截至目前
已免费发放23000余张，市民可
利用积分卡里的积分到市区及
开发区大统华超市购物。

昨日上午一大早，回收垃圾
收集车开进了江南人家小区。

“这积分卡我们办了好久，今天
刚巧看到有回收车经过，咱们也
试试好不好用。”居民王元福是
当天第一个来“卖废品”的。只
见工作人员将纸板、不锈钢、废
旧衣物等陆续放在秤上，选择可
回收物种类，系统自动跳出投放
的垃圾重量和所得积分，全部统
计好之后，秤的另一边就会“吐
出”一张纸条，上面显示着当天

的交易情况。现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每张积分卡对应一户家
庭，拿扫码枪一扫，再把这户家
庭的可回收物分类别放到智能
秤上一称，可回收物的重量、换
算得出的金额就自动加到这户
家庭的账户中，存储在积分卡
里。记者看到，王大爷此次共投
放了61.88kg的垃圾，共有积分
6188分。“原来这么方便，以前都
是扔掉的，或者卖给收废品的小
贩，现在有政府的人来收，当然
更相信他们了。”王元福笑着说。

那积分卡能派什么用场
呢？记者了解到，市民可持该积
分卡到市区和开发区大统华超
市使用（不含紫竹园大统华社区
店），积分值按市场价格变动，每
100积分等于人民币1元，市民

选购完商品后在超市内垃圾分
类积分卡专用通道进行结算。

记者看到，积分卡与银行卡
一样大小，正面写着“垃圾分类
积分卡”字样，卡面上印有一个
二维码和一串编号。“每家一张
卡，这个二维码和编号就相当于
识别码，用扫码枪一扫就能知道
这是谁家的卡、里面的余额有多
少。”现场回收的工作人员还打
了个比方，“这卡就像银行卡，卖
垃圾存钱，买东西花钱。”据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可到
所在的物业公司或社区进行登
记，由市垃圾分类办统一办理积
分卡，“我们的积分卡账户已经
可以实现收银，金额计算也都准
确，所以市民们可以放心使用。”

生活垃圾分类积分可在超市购物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胡鹏飞） 人民公园每
天都会聚集百余名老年人打
牌休闲，为了方便，老人们
常常在离开时把自己带来的
桌椅锁在公园的长椅及角落
处，不仅破坏了公园的整洁
美观，也影响其他市民的通
行及休息。市城管局诚诚广
场中心经过和群众协调沟通
后，制定了免费租借制度，
提供20张便民折叠桌给市民
使用。

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丹北宣）昨日上午，大赛璐
安全系统（江苏）有限公司气体
发生器重大环保投资项目——
无害化处理设备正式启动，此举
标志着大赛璐废弃物处理在尾
气排放、废水利用、无噪音等方
面将达到先进水平。

据悉，面对当前我国对汽车
报废制度的严格要求，废弃轿车
安全气囊的安全处理是一大难
题，而作为专业从事汽车安全气

囊用气体发生器的制造商，大赛
璐承担着报废汽车安全气囊的
处理业务。当下，大赛璐现有的
废弃物处理设备虽然能够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但设备较为陈
旧，公司去年初决定对原设施进
行科学改造。经过专家多次论
证，最终确定项目总投资 2100
万元，于去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据介绍，该项目采用进口全套汽
车安全气囊用气体发生器报废
处理设备及气体发剂报废焚烧

设备，利用先进尾气处理装置和
水循环利用方式，排放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新处理设备启
动后，大赛璐废弃物处理业务在
尾气排放、废水利用、无噪音等
方面均达到现代化水平，进一步
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位于丹北镇的大赛璐安全
系统（江苏）公司 2004年落户丹
阳，15年来，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18 年，
大赛璐全年生产气体发生器

3400万个，销售达20亿元，纳税
1.46亿元，是我市纳税前十强企
业，也是大赛璐集团 MSD 事业
部现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家企
业。多年来，大赛璐致力于清洁
生产、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持续
改进先进工艺。去年，公司实现
了雨污分流，设立了污水接管区
域污水处理厂。

市领导周东明、黄俊杰出席
了当天的启动仪式，并为新处理
设备启动揭幕。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从国家标准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大赛璐2100万环保投资项目启动

把方便给公园休闲老人

20张折叠桌免
费租借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徐卫斌 金铮）近日，新成立
的市环保局“丹心向党”志愿者服
务队第一站走进丹北镇新弄村，
开展送环保法律法规下基层暨践
行绿色生活活动。

据悉，今年以来，环保局不断
激发文明实践的红色动能，成立
了“丹心向党”生态丹阳志愿者服
务队。当天，志愿者们紧紧围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题，
大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环保知识手册》等环保法律法规
和环保知识，同时向广大群众普
及节水、节电、保护生态环境、践
行绿色生活等环保科普知识。随
后，志愿者在新弄村二级沟畔开
展种树植绿活动。

“绿色”志愿服务
走进丹北新弄村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姜黎黎）为进一步引导党员
和全体干部增强党性观念，强化
工作担当，提升工作水平，日前，
朝阳市政公司党支部组织开展了
以“争创学习型企业，做学习型党
员干部”为主题的“两学一评”业
务技能展示活动。

朝阳市政党支部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加强路灯巡查检修
方便市民夜间出行

连日来，针对夏季夜间出
行市民增多，市路灯管理所对
人流量大的路段，加大路灯故
障巡查力度，全力做好路灯维
护工作，做到小问题及时处
理，为市民提供明亮的夏夜出
行环境。(记者 萧也平 通讯
员 束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