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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息
●全额返还物业费，享终生免费维修，
详询胜桦装饰，13852931608徐工

出租信息
●东方嘉园门市90m2，13806106685

遗失信息
●刘雨彤遗失出生证，编号：
Q320063909，声明作废。
●盛阿庚遗失丹阳市珥陵镇扶城
村南城桥农资经营部营业执照副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805030062，声明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明媚日用品经营
部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天润和百货商行
遗 失 通 用 手 工 发 票 ，号 码 ：
01781531~01781550，声明作废。
● 刘 轩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M320678765，声明作废。
●南京铁路公安处丹阳站派出所
遗失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号
码：0000705041，声明作废。
●江苏华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宿
迁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声明作废。
●江苏华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宿
迁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号码：32139668915229X，声明
作废。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1181142502428Q）自 2019年

8 月 12 日已启用新公章（编号：

3211811019979）等全套公章印

鉴 ， 原 公 章 （ 编 号 ：

3211819000088）、原财务专用章、

原法人章、原合同专用章、原发

票专用章作废。特此声明。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公司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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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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 还 公 示
兹有江苏开奥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的丹阳市陵口镇皮

鞋工业园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已

竣工，现予以公示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如有异议，请按以下方

式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86500492
公示时间：2019年 8月 13日

至2019年8月26日

香港升旗队举行
“家在中华”升旗
礼

8 月 11 日，香港升旗队总
会在新界元朗一家中学举行

“家在中华”升旗礼。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
12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
关在 154个城市，对去年以来
收缴和群众主动上缴的10.7万
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
管等爆炸物品进行集中安全销
毁。这是公安部继去年9月组
织 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
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后，再一
次组织该类活动。

据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2018年2月，由公安部牵头
建立 24个部门参加的打击整
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
联席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两年
的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今年以来，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联动，履
职尽责、扎实工作，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显
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国破获
涉枪涉爆案件1.6万起，打掉团
伙 163个，捣毁窝点 117个，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 1.7万
人。经过打击整治，今年1至7
月，全国持枪、爆炸犯罪发案总
数同比下降20%。

此次统一销毁活动在湖北
省武汉市设主现场，在辽宁省
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广西壮
族自治区玉林市、四川省泸州
市设立4个中心现场，其他149
个城市设分现场。

在全国各地集中统一销毁
活动现场，公安机关会同有关
部门采取实物展示、发放传单、
以案释法、现场讲解等多种方
式，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非法
枪爆物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充分展示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工作成效和铲除枪爆祸患坚
定决心，教育警示广大群众自
觉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物品，最
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参与防
范打击涉枪涉爆犯罪工作的合
力。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根
据群众举报查破涉枪涉爆案件
1040 起，抓获涉案人员 1165
人，兑现奖励 50余万元。群众
主动上缴、举报查缴枪爆物品
数量占到了收缴总量的 72%。
欢迎广大群众支持参与专项行
动、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对群众
举报的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
关将及时核查侦办、及时兑现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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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11
日晚，暴徒在多处向香港警察投
掷汽油弹，一名警员严重烧伤。

当日，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
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示威者到
香港多个地区游行。其中，暴徒
在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湾仔
警察总部等地向警务人员投掷汽

油弹，并用强光照射警务人员。
一名警员在尖沙咀警署内执勤时
被暴徒投掷的汽油弹烧伤双腿，
初步诊断左腿10%二级烧伤，右腿
3%一级烧伤。香港特区政府警务
处处长卢伟聪探望受伤警员时表
示，对于有同事在执勤时受到严
重伤害，感到非常难过。对于暴

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
为，感到非常愤慨，并予以最强烈
谴责。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
重受伤、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
力行为，警队必定全力追究。

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
屡用极端手法攻击警察，包括使
用砖头、铁条、有毒有害液体和

粉末，甚至汽油弹，导致多名警
员受伤，行径残忍。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
公共关系科警司刘肇邦表示，有
9名警员被激光光线射伤，部分
警员仍未伤愈复工。激光光线
在短时间内影响视力，有可能会
对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
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12日在
北京就香港 11日晚极少数暴徒
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导
致警员烧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
施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
以严厉谴责。

杨光表示，11日晚，有极少
数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
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
警察投掷汽油弹，导致警员多处

烧伤。对于这种丧心病狂、不计
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们表示
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我
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
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
量。两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
恪尽职守、依法履职，在止暴制
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出
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得了包
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

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
崇高敬意。但连日来，香港激进
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
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
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
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
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
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
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
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

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
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
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杨光说：“我也要在这里呼
吁，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
头。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
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向一切犯罪
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
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
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
紧迫的任务！”

新华社济南8月12日电 记
者 1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了
解到，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
省已有受灾人口 165.53万人，因
灾死亡5人、失踪7人。

根据报灾系统统计，截至 12
日 5时 50分，山东省济南、青岛、
淄博、枣庄等 14 市 79 个县（市、
区）的 522个镇街受灾。据初步

统计，全省受灾人口165.53万人，
因灾死亡 5人、失踪 7人；全省紧
急转移安置人口18.38万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17.54万公顷，倒塌房
屋 609 间，相关灾情数据正在进
一步统计中。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灾害性天气过程目前尚未
结束，抢险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据寿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据寿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8月月1111日消息日消息，，寿光市低洼易涝区寿光市低洼易涝区11..88
万个大棚进水万个大棚进水，，农田受灾面积农田受灾面积1313万亩万亩。。

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香港有暴徒在多处投掷汽油弹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予以严厉谴责：

香港已经走到重要关头

“利奇马”已致
山东5人死亡7人失踪

全国154个城市
集中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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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983129 13852937700

新华社香港 8 月 12 日电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 12日发表声
明，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力违
法分子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呼
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坚定支持特
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共同维护香港法治和社
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日，在香

港多区发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
少数激进暴力分子更使用了大
量具有高杀伤性的武器，包括向
警署投掷汽油弹导致值勤警员
严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
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该负
责人严正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
地方，都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令人
发指的极端暴行。如果任由这

些恐怖暴行蔓延，香港将滑向无
底深渊。

他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
表示深切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
理连串违法暴力事件时坚守岗
位、忠诚履职、专业克制和严正
果断执法表示由衷敬佩和致以
崇高敬意，并对全体警队的家人
亲友长时间来的默默支持、忍辱

负重表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

大市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
止暴制乱，使香港社会回复稳定
安宁。全社会都要坚定支持特
区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严惩暴
力犯罪分子，以实际行动共同维
护自己的家园，共同维护香港

“一国两制”的美好明天。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极端违法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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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偏西风 4级左右，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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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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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斌） 12日，我市召开公
安工作会议，认真落实全国、省、
市公安工作会议和市委十三届
七次全会精神，部署推进新时代
丹阳公安工作，着力营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市领导黄
春年、任剑平、周东明、周爱仙、
陈俊、钱留梅出席会议。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全
警发力，强力攻坚，全力推进维
稳安保、扫黑除恶、治安防控、队
伍建设等工作，圆满完成全国

“两会”等重大安保任务，圆满完
成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坚持依法
严打、深挖精打、稳扎稳打，持续

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攻
势，取得良好社会反响；深入推
进清风行动、禁毒等专项行动，
开展群租房排查整治，整改隐患
1437 处；全力推进省厅移动接
处警试点工作，配置警务终端
715部；创成全省情报战略试点
单位；试点推行“警保”联动工作
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联合市
教育局成立“蒲公英”少年警校，
举办法制讲座 17场、警营开放
日5次。

黄春年在会上指出，丹阳公
安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紧盯

“护航更有力、绩效争第一、改革
显成效、队伍强素质”总目标，安

保维稳扎实有力，扫黑除恶攻势
凌厉，破案攻坚稳步推进，安全
监管同心戮力，警务改革殚智竭
力，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充分展
现出了“奋斗者”的姿态，让人民
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公安力量之
磅礴、忠诚信念之坚定、为民担
当之真挚、党管治警之严格。

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全
市公安工作，黄春年强调，全市
公安机关要在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上下足功夫，把准队伍建设的
政治方向，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谋划公安发展的实现路
径；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下足功

夫，坚决维护政治安全，高效防
控社会风险，严厉打防违法犯
罪；要在服务社会发展上下足功
夫，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优化城
市公共管理，优化群众居住体
验；要在警务改革创新上下足功
夫，坚持改革强警，加快构建符
合新时代要求、体现实战化特
点、具有丹阳特色的现代警务体
系；要在队伍教育管理上下足功
夫，强化政治育警，强化廉政建
设，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从
优待警，加大惠警暖警政策执行
落实力度，切实打造高素质公安
队伍，为我市务实担当干出高质
量发展新成效保驾护航。

黄春年在全市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

为我市干出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
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
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坚守岗
位、忠诚履职、攻坚克难、决战
决胜，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昨日下午，我市
公安机关举行国庆 70周年安保
誓师大会。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
民警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
俊领誓下进行了集体宣誓，表达
了我市公安全体民警、辅警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敢
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市领导黄春年、任剑平出席
大会。市委书记黄春年强调，为
70 周年国庆创造安全稳定的政
治社会环境，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全市公安机关要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
忠诚履职，攻坚克难，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全
身心投入到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中
来，坚决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全力维护我市社
会稳定，坚决打赢大庆安保维稳
这一硬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誓师大会上，巡特警大队、
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和界牌派出
所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我市举行国
庆 70 周年安
保誓师大会

扫码看丹阳最权威新闻

本报讯（记者 尹媛 实习
生 姚恒威）为进一步提升我市
领导干部对移动互联时代信息
传播和做好舆情应对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切实提高管网、治网、
用网能力水平，昨日上午，我市
举办市镇两级党委中心组讲座，
邀请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祝华新作《舆情应
对、舆评和社会治理》专题讲
座。黄万荣、赵志强、李忠法、沈
岳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各镇
（区、街道）分管副书记、宣传委
员以及各有关单位分管领导现
场聆听了讲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
传播的方式、广度、速度与过去
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畅通民
意表达渠道、拓宽民意表达途径
的同时，也给党和政府舆论引导
及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
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做好网络信息
和舆论引导工作，将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
题。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祝华新是网络舆情专
家，多年来潜心于新闻、舆情等相
关领域研究，曾参与主持过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主持撰
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
书》“互联网舆情年度报告”等多

项作品，目前还担任中央网信办
舆情中心特约研究员，多次为国
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培训主题班
授课。讲座中，祝华新从“网络舆
论场新变化”“舆情应对机制和技
巧”“全媒体平台舆论引导”等方
面，对当前国内一些网络典型事
件和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并重
点从“舆情工作三层面”“抢占道
义制高点”“去标签化”“谨防次生
舆情”“有限责任法则”“决策前

‘舆评’”等方面，讲述了如何在网
络舆情多发频发时做好应对。祝
华新语言生动、讲座内涵丰富，对
我市进一步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断提高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
具有强烈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夕龙
主持讲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以
此次学习为抓手，在网络内容建
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导向，全面加强和改进网上正面
宣传，在网络规范管理上严格网
络舆情分析、研判和预警，着力
提升和优化网络生态环境，努力
开创网络内容管理、网络安全防
范、网络建设发展协调并进的新
局面，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
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有效做好网络信息和舆论引导工作
我市举办市镇两级党委中心组讲座

昨天，记者在吕城
镇井园村看到，种田大
户正在用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对水稻开展病虫防
治 。 据 了 解 ， 截 至 目
前，全市农户已购置了
近300台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水稻病虫防治已基
本实现机械化。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鲁秋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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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水稻病虫防治
基本实现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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