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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本院将对丹阳市薛甲经济适用
小区一期 018 幢 206 室房地产及车
库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薛甲经济
适用小区一期 018 幢 206 室房地产
（备 案 号 ：2101171302260010）及
0014 号 车 库 （ 备 案 号 ：
2101171302260009号）。其中：房屋
的建筑面积为 96.7 平方米，车库的
建筑面积为 12.1 平方米。土地性
质：划拨。

起拍价：519800元。
二、拍卖时间：2019年8月16日

10时至2019年8月17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

2019 年 9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9
月 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
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交，
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起至
开拍前（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有
意者请于开拍前三日与本院联系，
由本院统一安排看样。联系电话：
1876165661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从今年暑假开始，中国 2亿青少
年有了专用的搜索引擎。

新华社中国搜索 11日在北
京发布了国内第一款专为青少
年定制的搜索引擎——“花漾搜
索”APP，旨在阻断暴力、色情、
赌博等不良信息，为孩子打开美
好的网络世界。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工委、中
国记协和新华社的有关负责人
出席发布会，并共同启动了“花

漾搜索”上线。
据介绍，“花漾搜索”是国内

首个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筛选屏
蔽青少年领域不良信息的APP，
搭载了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
技术研发的“主流算法”，适应分
众化、差异化传播。它具有智能
机器人全程陪伴式搜索，可根据
青少年年龄、性别等智能推荐优
质内容，并运用智能工具和家
长、教师标注工具，管理阅读时
长，打造内容过滤机制等特点，
让手机“净净”地陪伴孩子成长。

“花漾搜索”APP在今年“六
一”儿童节前试运营以来，累计
下载量已超过 1000 万，在应用
宝、百度手机助手、360 手机助
手、苹果商店四大平台均获得近
乎满分的好评。

青少年绿色成长计划也在
发布会上同时启动。中国搜索
联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内
容提供方，携手全国数亿移动互
联网用户，为青少年打造“绿色、
纯净”的移动网络空间，并呼吁
全社会为保护青少年的绿色成

长贡献力量。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

显示，互联网已成青少年获取知
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青少年正
处于身心发育、价值观养成的关
键阶段，为他们营造一个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迫在眉睫。主流
媒体上线“花漾搜索”APP，启动
青少年绿色成长计划有助于建
设青少年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
筑面向青少年的绿色移动生态
圈。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4G催生移动支付、短视频，而
未来移动通信新业态不是人
们预先规划的，5G还会催生现
在想象不到的多种业态。”在7
月 9 日至 11 日由中国互联网
协会主办的 2019 中国互联网
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谈起了 5G将给社会带来的改
变。

“中国从1994年实现全功
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初创时
期的艰难爬升到科技赋能，助
力全产业链升级，中国互联网
产业走过了不寻常的 25 年。”
邬贺铨说，当前，工业互联网
等新兴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
强与完善，从“互联网 ”升级
到“智能 ”，新技术、新业务、
新模式不断出现，新动能正构
建新生态。

邬贺铨认为，5G商用使互
联网进一步发展，通过云化、
虚拟化、互联网化等多种模式
相结合，5G将引领网络技术整
体创新。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
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钱华林看
来，5G将推动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快速发展。同时，5G的出现
还会增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会极大促进制造业自动化、智
能化、规模化等，满足不同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

“‘5G VR AR’将会在视
频、游戏、直播、旅游、教育、医
疗等领域广泛应用。”邬贺铨
举例说，比如，过去培养一名
外科医生上手术台需 10 年时
间，现在通过 VR、AR 辅助接
口手术可大大缩短时间。同
时，5G的低时延、高宽带、大连
接等特点，也适用于工业应
用，可以用在电网、港口、炼油
厂、建筑公司、飞机厂、钢铁
厂、机械加工等。“比如一个本
不会修汽车的人，佩戴 VR 眼
镜后，就知道每一步该怎么操
作。”邬贺铨说，此外，车联网
也是 5G 应用的一个重要领
域，估计到 2020 年 5G 进入大
范围商用，车联网比例也会相
应提升，利用 5G 将带来汽车
电子及车联网服务等。

钱华林认为，几年的时间
内，人们就能看到 5G 带来的
很多创新性成果。“5G的出现，
将使智能驾驶、人工智能、机
器人等获得飞速发展；还将促
进网络融合及各种技术融合，
催生互联网新的应用面世。”
他说。

“雪龙2”号正式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7月11日，“雪龙2”号停靠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

头。当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在上海正式交付，并将于今年底首航南极，与“雪龙”号一起执行
我国第36次南极考察任务。

“花漾搜索”惊艳发布：

爸爸妈妈再不担心孩子乱玩手机
专家：4G催生移动
支付，5G将催生多
种新业态面世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针对 22个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
人权高专批评中国新疆政策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说，
有关国家的致函罔顾事实真相，
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
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
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这些国家尊重事
实、摒弃偏见，恪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停止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和借涉疆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
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耿爽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在涉疆问题上，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不
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
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

峻威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法
采取包括设立教培中心在内的
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扭
转了新疆安全形势。新疆已经
两年多没有发生暴恐事件，社会
稳定、民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
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大幅提升，衷心拥护政府的
政策举措。

耿爽说，中方已邀请多批各
国外交官、媒体、专家学者等赴
新疆参观访问，亲眼目睹事实真
相。他们均表示在新疆所见所
闻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完全
不同。中方也已向联合国人权
高专办人员发出访疆邀请。“我
们欢迎真正秉持客观、公正原则
的人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
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11日就
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全文如
下：

7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批准
一项价值约 22.2亿美元的对台
军售案，包括 M1A2 坦克、“毒
刺”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美国
防部已就此通知国会。中国军
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
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台
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美方的错误行径严重违反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干
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

全利益，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
关系发展，严重损害台海地区和
平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
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
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
敦促美方信守承诺，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立即撤销上述售台武器计
划，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
系，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
成进一步损害。中国军队有坚
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
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
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将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外交部发言人：

反对借涉疆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许晓俊）一场夏雨过后的清
晨，我市天空一片湛蓝，空气
格外清新凉爽。“今年以来，丹
阳天空越来越蓝，拍出来的风
景照越来越美……”经常到万
善公园、丹凤公园等地拍照的
摄影爱好者王丹说道。

来自我省生态环境部门的
一组监测数据印证了王丹的
话。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公布
了全省县 （市、区） 1~6 月份

PM2.5排名，在 54个被监测的
县（市、区）中，丹阳位列第
16 名，空气质量好于全省县
（市、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
年，我市各项指标均较去年同
期有好转。

据了解，各地 PM2.5 浓度
的排名是从去年 7 月份开始
的 ， 全 省 54 个 县 ( 市 、 区)
PM2.5 的月均浓度都有一份详
细“体检单”。根据监测结果，
今年 1~6 月,全省 PM2.5 平均浓
度及 54 个县 (市、区)PM2.5 平
均浓度双双下降明显。其中,全
省PM2.5平均浓度为50.5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7.3%;全省县
(市、区)PM2.5平均浓度为 45.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9%，
而丹阳的 PM2.5 浓度是 43.4 微
克/立方米。

数字的背后，是我市打响
“蓝天保卫战”的坚决态度和辛
勤付出。近年来，我市紧紧围
绕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目标，
深入推进“水、气、土壤”的
环境治理，以最大决心、最高
标准、最严举措、最强力度，
深入整改突出环境问题，奋力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
了让群众呼吸更清新空气，我
市立足实际，着力抓重点区域
微环境整治、施工工地综合管
理、重点工业行业执法检查，
助力蓝天工程。其中，在管控

工地扬尘污染上，通过对土方
开挖源头防控、车辆出入密闭冲
洗、施工现场严格布控、建筑垃
圾日扫日清等，对施工工地进行
全方位防控，严格落实“五达标
一公示”：即围墙围挡、场地硬化、
裸土覆盖、车辆冲洗、道路保洁达
标，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在取
缔“小散乱污”上，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组织各地进行专项排查治
理，并按照“两清一断”标准，发现
一个，取缔一个。与此同时，还对
钢铁、水泥、化工、建材、铸造、工
业炉窑、燃煤锅炉等38家重点大
气排放企业废气、粉尘达标排放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精准治污，确
保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6月全省PM2.5排名出炉，丹阳位列第16名

空气质量好于全省县（市、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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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小程序大发展
暴露诸多问题

小程序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小程序也暴露了诸多问题，

有的成为虚假宣传的“重灾区”、

售假高仿的“新天地”，有的扮演

着套路贷等违规APP“中转站”的

角色……专家建议，企业应出台

完整的监管运行规则，并将相关

数据与公安、工商、金融等部门共

享，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联合打

击。
7版

竞买“法拍房”
捡漏还是入坑

9版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262633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保卫碧保卫碧水蓝天水蓝天

为爱前行，绵绵善举润人心
——来自天怡公司的系列宣传之五

在天怡工作的人，在入职时就
知道公司有个特殊基金——“天怡
爱心基金”。

“我们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
‘天怡爱心基金’，每年我们都从基
金中拿出一部分钱，专门用于帮扶
困难和生病职工及家属、慰问社会
特困家庭、看望孤寡老人等，如今
已有很多人得到了帮助。”天怡公
司董事长陆群说。

“天怡爱心基金”只是天怡公

司积极“反哺”社会的“冰山一角”。
自从企业改制以来，天怡公司就一
直为爱而行，把大爱洒向社会，惠
及了困境中的芸芸众生。

公司员工的女儿身患骨癌，因
为医疗费昂贵，一家人承担不了，
陆群与员工一起捐款，很快筹集了
12.8万元治疗费，雪中送炭。

里庄中学一女生患上白血病
后，巨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原本不太
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陆群派

人到医院了解情况，并亲自带上慰
问金前去看望。

云林中学曾有一女生父母双
亡，在陆群的亲自过问下，天怡公司
团总支长期对她进行帮扶。2009
年，她从学校毕业，在陆群的关心
下，成为天怡大家庭中的一员，如今
她已经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生活。

市白蚁防治所有一名干部生
病，陆群发动员工捐款，短短两天
就捐款6.8万元，把这笔捐款送到
了其手中。

公司一些员工身患疾病，陆群
更是一次次伸出援手，给予大大小
小的关怀，滋润了这些员工的心
田。

天怡公司员工魏须明在工作
待命期间，被丧心病狂的歹徒刺中
13刀，生命垂危。陆群听到消息之
后，马上拿出1万元送到医院解决
燃眉之急，并多次到医院看望病
人，慰问病人家属，后来又给予这
家人长期的关心和帮助。

江南嘉园保安组长宗荷军，一
次为保护业主财产与两名窃贼搏
斗，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中。陆群随
即派人将他送到医院，并垫付医药
费，随后又安排公司高层领导、物
业公司经理等到其家中探望并送

上慰问金。伤愈后，他立即回到岗
位上为业主服务，现已升任江南嘉
园物业主任。他还在滨河凤凰城购
置了新房，成为了天怡的业主，他
说只有住天怡的小区才能放心。

对于社会公益事业，陆群一直
十分热衷，不计其数地慷慨解囊。
丹阳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召开时，他
赞助了12.56万元；得知郑州中原
军烈属伤残福利院的困难情况之
后，他赞助了4.86万元。为响应党
和国家提出的关心未成年人成长
的号召，他向团市委捐款18.98万
元，用于编印《未成年人平安自护
手册》，免费发放给全市广大青少
年。他捐助40万元为云林武巷村
修建了“武巷路”，并且每年都出资
两万元给该村70岁以上的老人发
放“压岁钱”，每年向该村每户贫困
家庭捐助1000元。他出资24万元
为导墅镇小华村重新修建了一条
道路，如今小华村的村民将这条路
称为“幸福路”；在推进老城区区域
供水和有线电视通达工程中，他又
捐赠10多万元……另外，他还与
市慈善总会签订500万元慈善认
捐协议，每年都在第一时间向市慈
善总会拨付认捐的善款。

每次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灾情，

陆群就会“快递”自己以及员工们
的爱心。2008年汶川地震，他带头
捐款16万元，并公司倡导发起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救灾热
潮；2010年，玉树地震，他亲赴灾区
看望灾民，向灾区捐款20万元，重
修希望小学；2013年，芦山地震消
息传来，他带领全体员工再次捐款
支援灾区；2016年，盐城阜宁、射阳
等地发生龙卷风、冰雹特大灾害，
他又带头捐款，并发动党员踊跃向
灾区献爱心。

近十多年来，天怡公司在陆群
的带领下，在扶贫解困、助残助学、
社区文化、体育环卫、社会治安等
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捐款逾千万元，
帮助了一批又一批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大爱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天怡公司因此被授予

“中国房地产抗震救灾模范企业”
称号，多次获得镇江“最具爱心捐
赠单位”、丹阳“最具爱心慈善捐
赠突出贡献企业”等殊荣；陆群本
人也被评为“爱心中国”首届100
位中华慈善人物，并担任丹阳慈善
总会副会长。

“企业与社会就是鱼与水的关
系，其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厚爱
与支持，而企业取得的财富也都来
自社会，所以我们应该把一部分财
富回馈社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困难
群众。”陆群表示，今后天怡公司将
积极打造省内“最具爱心的房企”，
继续把更多的爱心奉献给社会！

鹏翔 郭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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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司徒镇张寺村的
瓜满园瓜果基地种植了 70 亩
西瓜、香瓜、番茄及火龙果
等瓜果，吸引城里居民前往
采摘。据了解，该基地利用
紧靠城郊的优势，让城市居
民体验采摘的乐趣，并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记者 萧也
平 摄)

依托城郊优势
发展“采摘经济” “花漾搜索”上线

专为孩子定制
从今年暑假开始，中国2亿

青少年有了专用的搜索引擎,新

华社中国搜索11日在北京发布

了国内第一款专为青少年定制的

搜索引擎——“花漾搜索”APP，旨

在阻断暴力、色情、赌博等不良信

息，为孩子打开美好的网络世界。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