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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工作责任。把意
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
制考核，明确党组抓意识形态工
作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
并将班子成员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落实情况作为年终述职考
评的重要内容，确保责任压紧压
实。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认真
开展“勤学习、深调研、善落实”
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结合中心组学习、“三会
一课”、主题活动党日等，对中

央、省、市重要讲话精神及时传
达学习，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财政部门
落地生根。

三是强化舆论引导。修订
《丹阳市财政局信息宣传工作考
核办法》，坚持外宣内宣并举、质
量与数量并重，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让社会公众更加关注财政、
了解财政、支持财政。高度重视
干部职工思想动态，通过谈心谈
话，引导干部职工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

四是强化网络安全。安排

专人负责对涉及本单位的网络
舆情进行日常监测，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确保对舆论导向有效调
控。加强办公信息系统安全和
保密管理工作，定期排查后台安
全风险隐患，提高安全防护水
平，为财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
供坚强保障。肖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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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牌财政分局坚持三个原
则，确保往来款项的安全，对历年
挂账的往来款项扎实开展清理工
作。

一是全面清理，对融资平台
公司及财政预算内外挂账的历年
往来款项要全面清理。二是明确
责任，由往来款挂账部门和公司

提出处理意见，对已被撤并或更
名部门的挂账往来款，由承担相
应职责的部门负责处理。三是按
程序分批清理，责任部门逐笔理
清挂账原因，按规定提出清理建
议，报镇政府研究决定后，再由财
政分局、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账务
处理。宋健根

我市持续营造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好环境
由于小微企业经营不稳定、

信贷不良率偏高、抵御风险能力
差等原因，导致这些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为此，我市综合施
策积极支持和促进小微企业发
展。

一是继续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继续对小微企业实施减税
措施，今年减税政策的聚焦点依
然是减轻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
包括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本

年截至7月底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已达 8627万元，惠及我市小微
企业5073 家。

二是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本年度已
拨付省级普惠金融发展切块资
金 380万元，惠及企业 24家。更
好地引导了本市金融资源服务
实体经济，进一步发挥了政府投
资基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
增加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供给。

三是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

策导向作用。以政府采购合同
的支付能力为保障，以政府采购
质押融资备案为抓手，充分利用
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坚持“财政引导、双方自愿”的原
则，通过信息化手段帮助金融机
构降低房贷风险、提高金融机构
放贷积极性。同时银行按低于
一般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直接
向申请贷款的供应商发放贷款，
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发展。综合用稿

市财政局四项措施强化意识形态工作

9月 7日－8日，我市 2019年
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无
纸化考试在南师大中北学院如期
进行，报名人数达 1056 人，同比
增加 139 人，参考
率达50.91%。由于
考试时间与中北学
院新生报道时间重
叠，对考务工作提
出了巨大挑战。对
此，市财政局高度
重视，通过强化宣
传报道，细化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
提前与公安、供电
和中北学院对接，
使各方任务得到了

明确，各自责任得到了压实，风险
防控得到了加强，有效确保了考
试工作安全平稳进行。 会计科

界牌财政扎实开展往来款项清理

我市会计中级职称考试参考率过半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国庆巡查考务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贺媛华）昨日下午，由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委宣传
部和文明办主办的“体育大篷

车 健康丹阳行”巡游活动走进
高新区，在丹凤公园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以及健身指导、
义务问诊等志愿服务。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金夕龙参加活动并
致辞。

本次活动特邀省田径管理
中心中长跑主教练、中长跑项目
专家韩波教授前来现场指导，助
力我市 12月 1日举办的半程马

拉松赛。韩波就中长跑和马拉
松运动的特点及训练方法、如何
提高运动能力、营养液的补
充、途中跑何时饮用补给、体
能严重透支下如何尽快恢复和
运动、防病防伤需注意的问题
等 6个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指导，不仅言传身教、做出示
范，还与我市长跑爱好者进行
互动交流，并由全国马拉松冠

军现场展示动作要领。随后，
云天减灾救援促进中心的专业
人员为大家科普减灾应急科目，
普及自救互救技能。此外，现场
还举行了丹阳乡村一日游现场
参观互动、旅游土特产推荐展
示、义务检查和问诊、世界名著
插图展等活动，当晚，还举行
了丹阳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镇街
部广场舞比赛。

“体育大篷车 健康丹阳行”走进高新区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丹阳行文明实践丹阳行

本报讯 （记者 茅猛科） 9
月8日下午，司徒镇谭巷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我和我的
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暨中秋文艺演出，由葆村艺术团
志愿者服务队带来的精彩节目让
该村村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
末。

据介绍，谭巷村每年都组织
中秋国庆文艺演出，而与往年不
同的是，今年的活动结合新时代
文明实践，加入了很多志愿服务
内容。现场有齐梁义工社的爱心
人士为老人提供贴心服务，有丹
阳日报小记者志愿服务队联合谭
巷村小记者一起动手制作月饼送
给老人，有司徒司法所的法律服
务志愿者开展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还有谭巷民间艺术团志愿者
的舞龙舞狮表演以及其他志愿服
务队开展的志愿服务。

据悉，谭巷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成立以来，将志愿服务作为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强化村级
治理的有力抓手，通过整合村里
各类资源来持续推动理论燎原、
思想领航、文明生根，让文明实
践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截至目前，该村通过邀请专
家学者和百姓名嘴，开展宣讲活
动 20余场；开展文明家庭以及

“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
评选；围绕“我们的节日”主
题，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30 余
场；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
困难家庭开展探访、精准帮扶等
志愿服务50余次。

司徒谭巷村常态
化开展志愿服务

11日晚，“印象珥陵 寻梦葛
城”文艺巡演在珥陵护国村东岸
里文化广场上演。此次文艺巡
演活动是以民间文艺志愿团队
和文化志愿者为主力军，整合全
镇特色文艺骨干力量，开展的以
乡村为主阵地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十多个接地气
的精彩节目为村民带来了视听
享受。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王丽萍 摄)

珥陵文艺服务志
愿者进村巡演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9日，云扬书城阅读志愿队走
进正则小学，开展“让阅读成
为文明城市新风尚——‘好书
进正则’”志愿服务活动，向该
校学生赠送了涵盖部编版小
学语文必读、选读丛书共计
1000余册，引导孩子多读书、

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推动书香校园建设。

小学阶段是阅读的黄金
时段。近年来，正则小学十分
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除了利
用午饭后的半小时让学生自
由阅读以及平常必读和选读
书目的规定阅读外，该校还经

常开展亲子共读活动，开展优
秀读书家庭评比，并且成立了
江苏省成语学会基地，引导学
生养成阅读习惯。今后，该校
还将成立阅读推广志愿者服
务队，让老师成为读书的先行
者和阅读推广的志愿者，助力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云扬书城开展“好书进正则”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束丽娜 通讯员 殷惠娟） 12
日上午，困扰过往船民近 20
年的安全通航瓶颈——丹金
老闸桥主桥顺利吊拆完成。

这座老桥位于丹金溧漕
河丹阳段 18K+324 处，2002
年丹金老闸桥拆除时为方便
两岸村民出行，在拆除闸桥

时架设了一座钢桁架桥，但
未达到丹金溧漕河五级航道
标准。随着船舶大型化发展
趋势和丹溧漕河金坛段“五改
三”工程的完成，该河段通航
环境更加复杂，在汛期极易造
成船舶碰撞桥梁和其他险
情。市政府考虑到通航安全
及老桥的通行安全，决定在中

秋节前对该桥进行拆除。
为确保桥梁顺利拆除，市

海事处多措并举保障拆除工
程的水上交通安全，提前向过
往船只发布航行通告，对施工
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提前
对驶往相关水域的船舶进行
信息传递和动向疏导。

丹金老闸桥主桥成功拆除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王芳） 最近，城区部分路
段占道经营行为死灰复燃，为从
源头解决占道经营现象， 10
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对前期
摸排中掌握的存在占道经营行为
的部分商户进行了“约谈”。

约谈会上，市城管执法大队
有关负责人向商户讲解了城市管
理工作、管理方式、执法依据，
希望商户规范经营，遵守相关规
定，保障市场周边道路交通顺
畅，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当天，
参加约谈的商户签订了“承诺
书”，表示自觉遵守《江苏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
相关规定。

城管约谈商家
杜绝占道经营

本报讯 （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王玮） 11 日下午，我市九
三学社的爱心人士特意来到市儿
童福利院，看望了这里的孩子。

当天下午 2点，九三学社一
行人将纸尿裤、奶粉等儿童生活
用品送达儿童福利院，并详细了
解了福利院目前的规模、在院孩
子的生活状况以及疾病救治情况
等。随后还与孩子们一起进行了
互动游戏，陪伴他们度过了一段
快乐的时光。

九三学社看望福
利院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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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起，南美国家智利正
式实施“宠物所有权责任法”，该法
要求宠物的主人为自己的宠物进
行登记备案，并向它们皮下注射米
粒大小的微芯片。近日，智利宠物
登记处公布数据显示，已有超过93
万只宠物狗和宠物猫完成登记备
案。宠物体内注入芯片整个过程
就跟打疫苗一样，将注射器扎进皮
下轻轻一推，不到10秒钟就好了，
之后宠物的相关信息和主人的联
系方式就可以通过相关仪器查到
了。

据了解，“宠物所有权责任法”
实施后，智利人在捡到狗和猫时，
可以带它们找兽医检测身上是否
带有微芯片，以确认它们是否有主
人。微芯片植入及登记方式也有
助于主人在宠物逃跑、丢失或被盗
的情况下将其找回。

据 CNN 报道，美国总统特
朗普 14 日在一份声明中确认，

“基地”组织已故头目奥萨姆·本·
拉登之子哈姆扎·本·拉登“已经
在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
的一次反恐行动中被击毙”。

特朗普在声明中称，哈姆扎·
本·拉登的死亡不仅是“基地”组
织重要领导人的死亡，同时还破
坏了该组织的一些重要行动。不
过特朗普并未表示哈姆扎·本·拉
登的具体死亡时间。

7 月底，多家美媒就曾报道
称，美方认为哈姆扎·本·拉登已
经死亡，且美方参与了击毙他的
相关行动，但并未得到正式确认。

新华社哈拉雷 9 月 14 日电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4日在津巴布
韦首都哈拉雷出席津前总统穆加
贝葬礼时，为南非近期发生的排外
暴力事件向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
的受害者致歉，表示南非政府将采
取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拉马福萨说，南非一些地区发
生了暴力事件，其中一些暴力行为
针对其他非洲国家的公民，导致人
员死伤。这些暴力行为令人遗憾，
他为这些行为向受害者致歉。

拉马福萨说，排外暴力事件违
背了非洲人民大团结的原则。南
非不是一个排外的国家，愿意接纳
来自所有非洲国家的人。南非政
府正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本国民众
与其他非洲国家公民友好相处，共
同为建设南非作出贡献。

上月底，一些南非人以抗议外
国人从事违法活动为由，在南非行
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随即演变成打砸商铺的
暴力事件，并向经济中心约翰内斯
堡蔓延。据津巴布韦政府统计，南
非近期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已造
成2名津巴布韦公民死亡。津政府
已采取措施帮助部分在南非的本
国公民回国。

美国政府部门对日本航空公
司罚款30万美元，原因是这家航空
运营商两个架次的航班在美国境
内延误，分别导致乘客在客机内额
外多逗留几个小时。

今年1月4日，日航一个架次
东京飞纽约的航班因天气恶劣紧
急降落美国芝加哥。由于工作人
员迟迟没有协助乘客下飞机，乘客
待在客机内超过4个小时。今年5
月15日，一个架次同样从东京飞纽
约的航班备降美国首都华盛顿附
近杜勒斯国际机场。因飞机加油
和机组人员临近下班，乘客在飞机
上等待5个小时。

美联社 14日报道，尽管日航
方面辩称两次延误应归咎于天气
原因造成的机场繁忙，美国交通部
仍决定对这家运营商处以30万美
元罚款。不过，依据与交通部达成
的一份协议，日航因出资6万美元
补偿乘客而“获得肯定”；日航如果
能在一年内避免出现类似事件，美
方将免除对它的12万美元罚款。

新华社利雅得 9 月 15 日电

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
阿齐兹·本·萨勒曼15日表示，沙
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
的两处设施日前遭无人机袭击致
使沙特原油供应每日减少 570万
桶，约占沙特石油产量的50%。

阿卜杜勒-阿齐兹通过沙特
通讯社发表声明说，无人机袭击
导致阿美石油公司的布盖格工厂
以及胡赖斯油田的石油生产暂时
中断，石油产量减少部分将通过
沙特现有的石油储备来补偿给客
户。

阿卜杜勒-阿齐兹说，袭击
还导致沙特乙烷和液化天然气供
应量减少约 50%。他表示，阿美
石油公司目前正在尽力恢复生
产，并将在48小时内公布最新进
展。

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发言人叶
海亚·萨里阿 14日说，胡塞武装
当日出动 10架无人机对阿美石
油公司在布盖格和胡赖斯的设施
发动袭击，并称此次袭击是针对
沙特“对也门的侵略和经济封锁”
所实施的报复，将来还会继续扩
大对沙特的袭击范围。

2014年 9月，胡塞武装夺取

也门首都萨那，迫使总统哈迪前
往沙特避难。2015年 3月，沙特
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

“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此后，
胡塞武装不时使用导弹、无人机
等向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攻击。近
几个月来，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

特境内重要设施袭击频率。

>>>新闻链接
美国随时准备动用石油储
备

美国能源部 14 日晚发布声
明称，能源部长里克·佩里指示部

下与国际能源署合作，寻求在国
际市场采取必要措施。国际能源
署（IEA）发布声明表示，IEA将密
切关注沙特石油设施遇袭情况，
并与沙特及全球各国主要供应及
消费国家联络。声明强调，目前
全球石油市场供应充足，并未提

及需要动用紧急石油储备。据
悉，美国的战略石油储量为6.3亿
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4日称，
伊朗是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袭
击的幕后黑手。他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伊朗对全球能源供应发
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并需要为
侵略行为负责。”

针对蓬佩奥的言论，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指出，
这种盲目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毫无
意义，这些言论和行动更像是一
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在策划破坏一
个国家的形象，为未来的行动做
准备。在巨大的压力和失败后，
美国人似乎倾向于撒更大的谎
言。

穆萨维强调，结束也门危机
唯一办法是停止联军对也门的袭
击，削弱西方国家对侵略者的政
治和军事帮助，并努力寻求政治
解决方案。

沙特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沙
特王储萨勒曼在袭击发生后接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后者谴
责该事件，并强调会向沙特提供
援助。

无人机袭击致沙特石油减产一半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部分设施发生爆炸和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航班延误

日本航空公司
遭美国交通部重罚

特朗普确认
拉登之子已被击毙

智利宠物猫狗
植入微芯片
帮走失宠物找到主人

英国脱欧问题已持续 3
年，当初发起公投的前首相卡
梅伦终于不再沉默。据美国
广播公司（ABC）14日报道，卡
梅伦当天接受采访时为因脱
欧公投造成的英国分裂感到
遗憾。

ABC称，当地时间 14日，
卡梅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每天”都在思考英国退欧公
投的后果，“极度”担心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他也承认自己
的失败：“我对结果深感遗憾，

而且我承认我的做法失败
了。我所做的决定导致了那
次失败。我失败了。”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说，在
谈及决定举行全民公投后面
临的愤怒时，卡梅伦直言：一
些人“永远不会原谅我举行了
公投”。

1966 年 出 生 的 卡 梅 伦
2010 年担任英国首相，43 岁
的他成为 1812年来英国最年
轻的首相。2016 年 6 月脱欧
公投结果揭晓后，支持“留欧”

的卡梅伦宣布辞去首相职
务。他的继任者特雷莎·梅也
于今年 5月 24日宣布辞去首
相职务，原因是脱欧谈判进展
艰难。

卡梅伦和梅曾经面临的
窘境，如今仍继续发生在现任
英国首相约翰逊身上。此前，
约翰逊在议会连续受挫，“手
脚”被束缚，无法实现“硬脱
欧”。英国“脱欧”的前景现在
仍处于迷雾之中。

近日，荷兰弗里斯兰省西
部小龙虾大量繁殖、数量激
增，为当地居民造成诸多困
扰，他们甚至不能正常出门散
步。

“小龙虾挥舞着钳子走上
街道，甚至能抓住狗。”居民范
德梅尔表示，“小龙虾多到已
经不能在街上穿拖鞋了！”据
范德梅尔称，街上“成群结队”
的小龙虾有 30~40只，它们甚
至“攻陷”了当地居民的花园，
她在散步时也时常受到惊吓。

当地居民已对政府提出
干预要求，但政府却并没有对
此采取行动。政府发言人称，
目前，小龙虾的情况仍属于正
常现象，而且它们并不危险，
也不会带来瘟疫。如果小龙
虾真的泛滥成灾，将会研究可
行的措施来解决，比如致电灭
虫公司。

据了解，由于幼虾和怀孕
的母虾难以捕捉，今年 3月，
荷兰乌特勒支省和水净化公
司Waternet宣布，将对小龙虾
展开研究，希望发现有效控制
小龙虾繁殖的方法。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将小
龙虾视为天敌。在美国，小龙
虾已经开始大规模养殖，它们
被认为是美味佳肴。在瑞典，

它也是备受追捧的食物。在
社交媒体上，荷兰小龙虾的泛
滥也引起了中国吃货们的热

议。网友们纷纷表示，如果允
许食用，愿意助一臂之力，帮
助荷兰度过这次泛滥之灾。

英国脱欧公投3年后

卡梅伦为公投造成的分裂感到遗憾

荷兰小龙虾泛滥惹人愁
中国吃货跃跃欲试

小龙虾挥舞着钳子走上街道。

南非总统为近期
排外暴力事件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