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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举行“希望明天”反暴力音乐集会

8月3日，香港市民在“希望明天”反暴力音乐集会上。“同声同气撑警察！”8月3日下午，在香港维多
利亚公园举行的“希望明天”反暴力音乐集会上，逾9万人高呼口号，表达支持警方依法维护社会秩序、期望
香港社会和平稳定的心愿。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4日就香
港8月3日晚数名极端激进示威者
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中一事发表
谈话，对有关恶劣行径予以严厉谴
责。

该发言人表示，8月3日晚，数
名蒙面黑衣示威者在香港尖沙咀
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扔入海中。这一行径
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
徽条例》，公然冒犯国家、民族尊
严，肆意践踏“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极大地伤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
此表示强烈愤慨。我们坚决支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警队和司法机构
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该发言人表示，极少数极端激
进分子侮辱国旗的丑陋行径再一
次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
超出了自由表达意见的范畴，滑进
犯罪的深渊。对此必须依法严厉
惩处，绝不手软。

香港特区政府、警方强烈谴
责破坏国旗及暴力行为

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部分
人士 3日在香港油尖旺区举行游
行，期间，一些极端分子做出破坏

国旗、冲击警署等行为。香港特区
政府发言人4日凌晨对此表示强烈
谴责。香港警方也对暴力行为予
以最严厉谴责。警方公布，在驱散
示威者的行动中拘捕超过20人。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示威活
动期间，部分激进示威者有暴力冲
击警署、破坏汽车、多处纵火等行
为。同时，怀疑有示威者刻意破坏
国旗，触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
及国徽条例》。政府对于激进示威
者目无法纪、蓄意破坏社会安宁，
甚至挑战国家主权，予以强烈谴
责。警方会严正执法，而使用暴力
的违法示威者亦应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警方表示，对激进示威者
的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并强
调会对所有非法及暴力行为严正
执法。警方有能力及决心维护社
会安宁，绝不姑息任何暴力行为。

香港警方介绍，3日晚至4日
凌晨期间，示威者以围栏等杂物堵
塞红磡海底隧道收费广场两边行
车线，导致两边隧道封闭、交通严
重受阻；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尖沙
咀警署，大肆毁坏警署外设施并在
多处纵火；部分激进示威者包围黄
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向宿舍投掷爆
竹及大量杂物，严重威胁居民的人
身安全。

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示威者
的行动中，拘捕涉嫌非法集结及袭
击等行为的示威者超过20人。

新华社济南 8月 4日电 山
东省畜牧总站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山东省生猪价格为
19.17 元/公斤，创年内新高。
专家分析预测，8 月猪价将维
持上行。

据山东省畜牧总站对全省
26 个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监测，
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山东省
生猪平均价格为 19.17 元/公
斤，同比回升 49.77%，环比回
升 0.31%。猪肉价格向上，为
31.60 元/公 斤 ， 同 比 升 高
45.69%，环比回升 0.54%。猪
粮 比 价 为 9.26：1，环 比 降 低
0.64%。仔猪价格继续向上，当
前仔猪价格为 45.03 元/公斤，
同比上涨 98.28%，环比升高
1.51%。

进入 8 月，猪肉需求将逐
步增加，但出栏量环比将继续

下降。山东省 1100余个规模猪
场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末，监测生猪出栏同比下降
38.94%，环比下降 15.69%，供
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另外，山东省生猪、仔猪
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也趋于持续
下降，供求紧张态势依然。山
东省 1100余个规模猪场监测数
据显示，截至 7 月末，监测生
猪存栏同比下降 36.27%，环比
下降 0.25%；仔猪存栏同比下
降 40.10%，环比下降 0.04%；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同 比 下 降
41.68%，环比下降3.13%。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
高级畜牧师胡智胜分析认为，
2020 年 4 月底之前生猪出栏量
将保持下降趋势，供给收缩将
进一步显现，猪价预期持续向
好，预计8月猪价将维持上行。

新华社重庆 8月 4日电 记
者从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了
解到，近日，重庆巴南警方破获
一起特大制售假冒日化品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捣毁制假

“黑工厂”1 处、仓储“黑窝点”7
处，查获假冒品牌香皂 15 万余
块，假冒品牌日化品 1127箱，原
材料及半成品 30 余吨等，涉案
金额约2.5亿元。

经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
36 岁，广东汕头人），从 2013 年
至 2018年间在广州设立制假工
厂，组织团伙成员购进原料及假

冒包装材料，大肆制售假冒的多
个知名品牌香皂，通过货轮水运
和物流陆运的方式发货，销售网
络遍布国内外，涉及全国 28 个
省份。

据吴某交代，假冒产品均是
购入低价劣质原料生产，通过香
精勾兑和染料调色，仿制品牌产
品的香气和外观特征，所用包装
箱达到以假乱真效果。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已被公安机关移交起
诉，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针对河南淇县公安局北阳
派出所处置的“农民西瓜被偷
倒赔偷瓜者 300 元”一事，鹤壁
市公安局4日发布回应称，已对
偷瓜者宋某作出拘留 3 日的处
罚决定；责任民警被停止执行
职务。

此前，淇县公安局通报此
事称，7月 29日，淇县瓜农庞某
的西瓜被宋某与其女儿耿某摘
走八九个，庞某在追赶骑电动
车的两人时，致耿某摔倒膝盖
擦伤。民警处警后认为，西瓜
价值小，情节显著轻微，同时考
虑到宋某母女受伤，便让庞某
赔偿两人300元钱。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
发公众质疑，不少网友认为瓜
农西瓜被偷反倒赔偷瓜者有失

公允。随后，淇县公安局进行
核查，要求宋某与其女儿耿某
主动退还了庞某之前赔偿的
300元，双方达成谅解。

虽然偷瓜者退还了 300 元
钱，但网友对此前警方通报中
的“摘”瓜一说继续提出了质
疑。有媒体对此评论称，“偷”
和“摘”虽一字之差，但性质却
大不同。情节再轻微，只要是
偷，就是违法。若偏袒违法者，
不仅让受害者遭受双重伤害，
还会助长违法者气焰，侵袭法
律尊严。

8月 3日晚间，作为淇县公
安局上级部门的鹤壁市公安局
发布通报说，市局已启动执法
监督程序，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调查处理结果。

8月 4日，鹤壁市公安局再
次发布通报称，已对淇县公安
局北阳派出所 7月 29日处置的
一起盗窃西瓜警情进行调查。
经查，宋某偷瓜已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的盗窃行为，责令淇县
公安局依法作出处理；庞某制
止违法侵害的行为不承担违反
治安管理责任；淇县公安局北
阳派出所处置本案过程中存在
执法过错，责令淇县公安局依
纪依规作出处理。

8月4日，淇县公安局根据调
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十
九条规定，对宋某作出行政拘留
3日的处罚决定；对北阳派出所
责任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措
施，并依纪依规作出处理。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严厉谴责
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行径

“农民西瓜被偷倒赔偷瓜者300元”？
责任民警被停职

山东生猪价格创年内新高
未来预计继续上涨

重庆破获特大制售假冒日化品案
涉案金额2.5亿元 进入暑期以来，世界文化

遗产敦煌莫高窟客流量的逐日
激增，不断逼近其单日最大游
客承载量 6000 人次的“上限”。
面对门庭若市的庞大客流“考
验”，敦煌研究院在实现对游客
流量合理调控的同时，呼吁对
敦煌“心向往之”的游客选择错
峰出游。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
设的背景下，以千里河西走廊
为代表的丝绸之路旅游热持续
升温。进入7月以来，莫高窟暑
期超大客流已基本成常态。截
至 8月 3日，莫高窟今年已累计
接待游客107万人次，游客人数

较去年同期增长15%。
记者 4 日从敦煌研究院获

悉，连日来，受莫高窟游客承载
量所限，莫高窟单日 6000 张 A
类门票已远不能满足游客需
求，为了让不远千里来到敦煌、
未进行提前预约而直奔莫高窟
参观的游客不被“拒之门外”，
能感受和体验到千年石窟的魅
力，该院推出了单日 1.2 万张 B
类门票。

每年七八月份，是敦煌传
统旅游旺季。为确保文物和游
客安全，莫高窟严格执行 6000
人次的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
制。该院还采取总量控制、网

络预售、延长工作时间、分时段
参观洞窟的管理办法，对游客
进行合理分流，不断提升游客
参观满意度。

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
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
地，敦煌莫高窟集珍贵性、脆弱
性于一身，不仅面临着病害威
胁，大量游客在某一时段内集
中参观，亦对古老的石窟构成
了威胁。

敦煌研究院呼吁对敦煌
“心向往之”的游客选择错开暑
期出游，放缓脚步体验各项优
惠政策叠加的淡季游“VIP 享
受”。

敦煌莫高窟暑期客流激增逼承载极限
官方吁“错峰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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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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市召开预算绩效
管理培训会议，各预算单位项
目负责人、财务科长和财政局
业务科室相关人员等60余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就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目标任务、绩效监控、绩
效自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
解，牢固树立绩效管理理念，有
效提升了预算单位的绩效业务

操作能力，强化绩效评价报告
质量，为推进我市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夯实基础。

会议要求，预算单位要坚
决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的工作理念，采取有力措施
跟踪问效专项资金，切实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时间节点
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绩效自评
价任务。财监科

一是制度为先，狠抓干部思
想建设。定期组织大家廉政学
习，通过案例分析，加大警示教育
力度，深入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深入剖析近年来财政系统发生的
典型腐败案件，研究案发规律，深
刻汲取经验教训，堵塞漏洞、规范
管理，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提高
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形成以廉为

荣的良好风尚。二是强化审查，
狠抓干部形象建设。严查在遵守
党的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检
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加大工作
执行力，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监查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使财政资金
和行政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财政资金和财政干部“两个

安全”。三是明确责任，狠抓干部
廉政意识。根据年初与市财政局
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制
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有效
落实“一岗双责”，始终坚持把落
实主体责任紧紧抓在手上、扛在
肩上、记在心上，党风廉政建设与
财政工作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
检查，各项工作要求全面实施，党
风廉政建设定期布置、定期检查、
定期报告成为常态。乔俊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丹阳市财政局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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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市财
政局以本市2018年底失业保险基
金滚存结余为基础，按照20%的比
例，共计提4791万元，统筹用于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充分发挥失业保
险防失业、促就业的功能。

一是严格资金使用范围。提

升行动资金重点支持企业职工技
能培训、对重点群体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行动和经批准的其他支出，不
得用于规定以外的其他支出。原
则上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不得
超过3次，且不得就同一职业同一
等级职业培训重复享受补贴。

二是强化资金监督管理。按
照信息公开要求，向社会公开提
升行动资金使用情况，自觉接受
社会工作的监督，确保资金在阳
光下运行；加强内部风险防控，专
款专用，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中
存在违规行为的，严格按照规定
追究责任，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社保科

市财政包好失业职工技能“红包”

近日，我市开发区建山农业
生态园项目和丹阳市陆家嘴绿化
苗木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市级验
收。此次两个项目总共投入财政
资金375万元，将给本市发展带来
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有
效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脱贫。

一是项目实施后，可根据市场
需求扩大季节性产物品种，如蔬
菜、茶叶、苗木等。新品种的栽培
适当调节了我省低山丘陵地区农
业品种结构，优化区域布局，提高
经济效益，预计每年新增利税30余
万元。二是通过科学栽培的方式，

促进光合作用，清新空气、绿化环
境，对维护生态平衡，发展可持续
农业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低收入
农户直接进入企业进行农业生产，
通过“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企
业出技术，农户出力气，让企业与
农业在结对帮扶中实现共赢。预
计带动150余户农户脱贫，年增收
可达150万元。蒋蕾

我市两个丘陵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皇塘分局三举措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公文办理的通知》文件要
求，市财政局提高办事效率和
工作执行力，做到“三加一规”：

一是加强公文签收管理。
明确专人负责，及时上网签
收。坚持定期、不定期查看，保
证当日发文当日签收，强化收
文登记管理。

二是加快公文运转效率。
收到公文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发扬“马上就办”的过硬作风，
及时办理和答复，随时掌握公
文办理进度，限时办结。对重
要紧急公文指派专人跟踪，及
时反馈，确保落实。

三是加强横向协商沟通。
凡报请市政府请示事项，涉及
其他部门职权的，填写《事前沟
通协商情况报告单》，加强事前
协商沟通。

四是规范公文审核格式。
经市政府流转，需财政审核的
公文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文
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审
核办理，规范填写审核意见。

王建华

财政局“三加一规”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我市召开预算绩效管理培训会议

通知
万善公园片区旧城改建项

目商业用房的临时安置费（租
金损失补贴）已可支付，即日
起，请相关被征收人携带本人
身份证至丹阳市化工路 1号丹
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补偿安
置科领取。

丹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19年8月2日

（上接1版）经过几年细致详实的
市场考察，2013 年底，虞强在众
多亲友的不理解和反对声中，放
弃了原有的高薪职位和上海优渥
的生活环境，返回家乡丹阳，跨行
业创建了丹阳天禄眼镜电商有限
公司。

不会就学，不懂就问。经过
几年的勤奋努力和潜心钻研，虞
强不但自身快速完成了“从外行
到内行、从内行到行家、从行家到
专家”的华丽转身，并且一步步带
领着天禄眼镜不断挑战创新、砥
砺前行。同时，他始终坚持天禄
眼镜应从传统向科技转变，并在
今年推出了“骨传导双声道蓝牙
眼镜”“助听眼镜”“磁疗眼镜”等
特色产品。

多年部队生活锻造了虞强的
铁血丹心，在工作中的雷厉风行，
让人有时候会忘了这个汉子侠骨
柔肠的一面。自 2015年起，天禄
眼镜的流动验光车以平均每月
1~2 场公益活动的形式，走进了
全国近百余所高校、数十家社区
和企业；为了纪念丹阳近代杰出
乡贤、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虞
强积极筹备成立“马相伯文化研
究会”和“马相伯史迹纪念馆”，将
马老百年传奇的人生，创办震旦、
复旦、辅仁三所大学的丰功伟绩，
以及为了抗日救亡和教育兴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家国情怀更
好地传播、宣扬出去。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虞强表示，无
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会始
终铭记军人的责任担当，以坚韧
不拔的品格彰显退役军人的本
色。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讯
员 丹中 康晖）7月31日上午，在
延陵镇分管领导与大吕村干部们
的陪同下，大吕村投资经营“生态
旅游观光果园基地”脱贫项目的
负责人王清江把充满爱心的富硒
蜜梨送到延陵敬老院及大吕村60
岁以上的老人手中，为他们送上
炎炎夏日的一份“清凉”。

“三年前来到延陵镇大吕村
创办果园基地，当地政府与村民

们都给予了我很大支持，今年是
种植富硒蜜梨的第三年，也是第
一次小产，所以就想着送些给敬
老院与村里的老人。”王清江告诉
记者，他原本在常州凌家塘市场
从事农产品批发销售，后经市科
技局和浙江大学农科院引荐，转
行来到延陵镇大吕村从事农业种
植。最初，王清江与镇江农科院
果树研究所合作，种植了500亩的
富硒梨树，后来在富硒梨的基础

上他又增加了水稻种植项目和富
硒桃的种植。此次公益活动，王
清江总共准备了 1000余盒爱心
梨，其中90盒送给生活在延陵镇
敬老院的五保户老人们，剩下的
则给大吕村60岁以上的老人。

上午10时左右，在大吕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77岁的老
人殷柏林领到爱心梨后，立马尝
了一口。他表示，爱心梨肉质细
腻，轻轻一咬便梨汁四溢，甜在

嘴里，更甜进心里。
记者了解到，作为农业大

镇，近年来，延陵镇大力发展休
闲、体验、观光农业，生态底色越
来越浓，富民渠道越来越宽广，
大吕村也因地制宜地结合村庄
实际，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
集体资源开发利用，发展生态绿
色高效特色观光农业，着力打造

“一村一品”，实现村集体、低收
入户双增收。

大吕村果园基地千余盒爱心梨送老人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杨建军）2日上午，随着最后
一名应征青年的体检结束，
2019年我市征兵体检工作圆满
结束。据悉，从 7月 22日起，全
市 800多名应征青年陆续走进

征兵体检站，接受进入军营的
第一关考验。

在现场，体检医师们一丝
不苟地为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
进行征兵体检，他们根据征兵
体检工作的要求，严格把关，体
检合格者将在后期参加政审和
预定兵环节。记者在现场看
到，参与体检的医生及工作人
员全部统一佩戴工作证，无关
人员不得进入体检站内，非受
检人员不得进入检查室。据介

绍，今年体检工作继续运用征
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现场
每名医生严格按照体检程序、
方法和标准，认真仔细检查，确
保为部队输送身体和心理素质
过硬的合格兵员。

在征兵体检期间，市委常
委、市人武部政委陈文水和部
长郭进文曾多次到体检站了解
应征青年素质情况，看望进行
体检工作的医务人员，对大家
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2019年征兵体检工作圆满结束

恰当修剪造型
苗木身价倍增

许多苗木换个造型就身价倍增。珥陵镇的良友花木有限公司瞄准
市场对造型花木的需求，大力培育造型花木，提高花木的经济效益。
图为公司员工正在对罗汉松进行修剪造型。（记者 萧也平 摄）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郑鸣年） 2019年丹阳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面向社会集中公
开招聘医护类工作人员已基本
完成，本次共计 25家事业单位
参加招聘，提供各类医护岗位
217 个，报名 678 人（其中硕士
研究生 34 人），拟录用 112 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11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
卫生需求，我市医学类人才存
在较大缺口（主要集中在临床
医学），本次招聘也突显了这一
问题。目前，市人社局、卫健委
已采取校园招聘、定向委培等
措施，逐步解决我市医学人才
瓶颈问题。

2019 年全市卫
生系统公开招聘
工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