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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3部影片：
吴京、章子怡主演剧情、

冒险电影《攀登者》；张涵予、

欧豪、杜江主演剧情、传记电

影《中国机长》；黄渤、张译主

演剧情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今日上映3部影片：
吴京、章子怡主演剧情、

冒险电影《攀登者》；张涵予、

欧豪、杜江主演剧情、传记电

影《中国机长》；黄渤、张译主

演剧情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

全球最先进的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
国际影城

明日停电
10月1日 暂无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9
0.09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0.9
0.10

5
0

0.3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0
0.12

5
0

0.2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新华社电 记者28日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据交通运输部门预
计，10月 1日 9时至 16时迎来国
庆假期出程高峰，珠三角、长三
角等出行集中区域路网通行压
力大。

今年国庆假期，将继续免收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交
通运输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全国
公路网交通量同比将增长 5%至

7%，假期出行呈现出程时间集
中、返程较为分散的特点。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交通运输部门将根据交通流
变化情况，合理设置和规范小型
客车免费通行专用通道，保障交
费和免费车辆分道有序通行，采
取“入口不发卡、出口抬杆放行”
等快速通行模式提高车辆通行
效率，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 7天长假，要想愉快地
玩耍，还得看天气给不给力。记
者昨日从市气象台获悉，今年的
国庆天气很“复杂”：有风有雨有
阳光，后期还有冷空气来袭。建
议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做好
安排和调整。

前段时间，丹阳天气十分平
稳，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无波无
澜。由于 9月降水偏少，空气湿
度较低，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
秋燥已早早登场。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大家
最关心的天气究竟如何？根据
气象资料分析，10 月 1 日~2 日，
受第18号台风“米娜”外围影响，
我市以阴有阵雨天气为主；10月
3 日~4 日，全市天气较好，以多

云到晴为主，预计这是 7天长假
里能见到太阳的两天。

真正对国庆假期天气影响
较大的是冷空气。北方一股冷
空气正在南下，假期期间它会影
响长江以北大部地区。10 月 5
日~7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最
高气温将下降到 21℃~23℃；与
此同时，这三天雨水将再度叨
扰，全市是阴有小雨天气。

由于现在非常暖和，所以这
次冷空气一来，降温作用就非常
明显了，加上降雨和大风，会让
体感温度更低。冷空气的强弱
会对台风环流形势有所影响，又
恰逢十一长假后期，请大家及时
关注天气信息，及时增添衣物，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国庆假期正值秋意渐浓之

际，我市有没有可能就此进入气
象意义上的秋天？气象专家表
示，目前尚不能判定是否入秋，
具体要看长假后期冷空气的威
力如何，能不能达到入秋的气
温。总体来看，十一长假气温还
算适宜，但气温日较差较大，建
议大家在假期前期防范台风外
围风雨天气对国庆户外庆祝活
动、水陆交通运输、旅游出行的
不利影响；后期防范阴雨天气对
返程的不利影响。

国庆假期天气预报：

10 月 1 日全市阴有小雨，东
北风 1 到 2 级，早晨最低气温
20℃，白天最高气温27℃。

10 月 2 日全市阴有小雨转

晴天，东北风1到2级，早晨最低
气温22℃，白天最高气温27℃。

10 月 3 日全市多云转晴天，
偏北风 1 到 2 级，早晨最低气温
20℃，白天最高气温27℃。

10 月 4 日全市多云，偏北风
1到2级，早晨最低气温21℃，白
天最高气温26℃。

10 月 5 日全市阴有小雨，偏
北风 1 到 2 级，早晨最低气温
19℃，白天最高气温21℃。

10 月 6 日全市阴有小雨，偏
北风 1 到 2 级，早晨最低气温
19℃，白天最高气温23℃。

10 月 7 日全市阴有小雨，偏
北风 1 到 2 级，早晨最低气温
18℃，白天最高气温22℃。

有风有雨有阳光 后期还有冷空气来袭

国庆假期天气很“复杂”

交通运输部：10月1日预计9时至16时迎来国庆假期出程高峰

经公司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2019年9月30日起四
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功责

18252965215
江苏合一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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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信息
●开发区厂房2000m2出租，15105280108

招聘信息
●丹阳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
聘全市校园保安 200 名，男性，年龄
18—50周岁，缴纳养保、医保，联系电
话：13912846677 13615262277

遗失信息
●丹阳市云阳第二建筑工程公
司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注册号：84243765-5，声明
作废。
●丹阳市云阳第二建筑工程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3211811100562，声明作废。

●张凯遗失丹阳市云阳镇凉三
坡餐饮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321181000201711160015，副
本 ：321181000201711160295，声
明作废。
●潘红秀遗失丹阳市陵口镇盛
佳美皮鞋厂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2010180，声
明作废。
●袁金炳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
商 业 险 保 单 ，保 单 号 ：
PDAA201932110000097145， 声
明作废。
●丹阳标驰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原公章和财务章遗失，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美丽华建筑装
饰材料经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J3141004050501，
声明作废。
●丹阳标驰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4197501，声明作废。
●王锁发遗失丹阳市云阳镇发

发啤酒龙虾馆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903290303，声
明作废。

因业务需要，我公司大量征集 4.2米及
以上厢式货车进行合作，共图发展。

一、运营线路：丹阳区域接货、上海专线
送货（进仓）。

二、签订合作协议，确保业务；确定最低
业务保证量，免除车主后顾之忧。

1.丹阳区域接货最低业务保证量：
12000元/月

2.上海专线送货（进仓）最低业务保证
量：20000元/月（单趟）。

三、费用结算及时无拖欠，缓解车主资
金压力。

1.丹阳区域接货，隔月结算。
2.上海专线送货（进仓）：隔车结算。
3.新购车辆可提供部分借款。
四、合作方式：可带车挂靠；也可购我公

司车辆挂靠。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15952921332

丹阳市远祥物流有限公司

寻找合作伙伴

公 告 为切实改善港口生态环境，全面提升港口行业社会形象，我市自2018年7月起实施了为期一年的港口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目前，整治
行动及综合验收工作已基本结束，现依据《丹阳市港口环境整治综合验收办法》，将实施综合验收的结果公告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位名称

丹阳市晓星建材厂

丹阳市珥陵镇祥里节能建材厂

丹阳龙江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长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博耐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林海五金厂

丹阳市云阳镇永和装卸站

丹阳红叶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云阳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市嘉山水泥有限公司

验收
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备
注

序
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单位名称

丹阳市丹北镇凤祥装卸经营部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丹阳市横塘运输公司

丹阳市延陵镇宏运装卸服务部

江苏永兴伟业有限公司

江苏贝斯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吕城运输公司

丹阳市珥陵镇新恒建材经营部

丹阳市珥陵镇丹南装卸服务部

丹阳市丹北镇跃进装卸经营部

丹阳市丹北镇农水配载服务部

验收
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备
注

序
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单位名称

丹阳市丹凤城北运输服务站

丹阳市雅丽纺织水洗有限公司

丹阳市丹北镇山海建材经营部

丹阳市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丹阳市长裕建材经营部

丹阳市延陵镇信源新型建材厂

丹阳市丹北镇远宏装卸经营部

江苏圣创新型墙体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市祥云面粉有限公司

丹阳市丹霞装卸经营部

丹阳市莲湖面粉有限公司

验收
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备
注 序号

1

2

3

4

5

单位名称

丹阳合联实业有限
公司

丹阳柯诺港务有限
公司

丹阳市大泊空心砖
厂

江苏金港特钢有限
公司

丹阳市皇塘镇顺意
建材经营部

验收
结果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备注

未实施
整治

未实施
整治

未实施
整治

未实施
整治

一、港口环境整治综合验收合格的单位（33家） 二、港口环境整治综合验收不合格的单位

丹阳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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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上午，市财政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党组书记、局长徐国庆

作动员讲话，市委主题教育第八指

导组组长夏荣堂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

育是强化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举

措，是不断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

践，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内

容，是推动工作有效落实的重要契

机，切实担负起财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历史使命。

会议强调，这次主题教育要从

严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紧紧咬住“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

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的总目标，精准

落实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等重点措施。要压紧

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务求教育取得

实效。

夏荣堂组长就财政局如何抓

好主题教育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

一是要坚决贯彻中央、省委、镇江

市委和我市部署要求；二是要抓好

主题教育各项重点举措；三是做实

基层党支部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

四是要扎实推动主题教育取得过

硬成果。

市委第八指导组成员，市财政

局班子成员、支部委员和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动员会。

局办公室电话 86524964
行风监督电话 86923136

丹阳市财政局 主办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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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财政系统全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云阳财政分局通过“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

学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

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围绕“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目标引领，聚焦问题

解决，加强组织领导”四个方

面深刻阐述了主题教育活动

的重大意义。会议要求各财

政干部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真正把

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

上，体现在一言一行中，以勇

担当、善作为的奋进姿态和精

神状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改革创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

作风，扎扎实实地把主题教育

开展好，用心用情用力把各项

工作做好，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皇塘财政分局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专题会议。首先，传达学习

了镇党委、政府关于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精神及安排部署。其次，

全体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

述摘编》。最后，会议要求财

政支部全体党员，全面贯彻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认真开展好

此项工作。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党员们的党性认识，坚定

了入党初心。大家纷纷表示，

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讲忠诚、严纪

律、立政德，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扎实推进各项财

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综合用稿

嘉荟新城小区三期一标段安置房业主：
嘉荟新城小区三期一标段（小高层、中高层的5、6、7、8、9、10、11、

12、15、16、32、36幢楼）的安置房屋已建成竣工，具备交付条件，决定交
付使用。现就交付的有关交付事项公告如下：

1、交付时间：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10月22日止。
2、交付地点：嘉荟新城社区居民委员会一楼会议室。
3、需携带证明材料：携带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二代身份证

需复印正、反两面）、二张二寸照片、户口簿原件等证件。
4、上述被搬迁户的临时安置费统一发放至 2019年 10月 31日截

止。
特此公告！

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

嘉荟新城小区三期一标段安置房交付公告

国庆前夕，云阳街道凤美新村社区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图为社区党员在杏虎村党员教育实践基地接受党
史教育。（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赵玉华 摄）

赴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我市组建乡村振兴战略“智囊团”
首批聘任10名顾问

本报讯（记者 旦平）昨日
下午，我市举办乡村振兴战略顾
问聘任仪式。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石捷参加活动并颁发聘书。

据悉，为加快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我市聚焦10个重点经济薄
弱村，选聘10名退出领导岗位的
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思路宽、信
息灵、协调能力强的优势，组成顾

问团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这次选聘的干部来自延陵

镇、交运局、农业农村局等多个
部门单位，有着丰富的乡村工作
经验、灵活的群众工作方法、较
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将着眼于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五个振兴”，为实现农村改
革发展稳定、夯实党在农村执政
根基提供有力保障。

石捷在讲话中指出，各乡村
振兴战略顾问要充分认识这次
选聘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政治自
觉引领行动自觉，充分认识肩负
的重要使命，勤为善为，切实担

负起乡村振兴职责；市镇村三级
联动，组织部门要当好顾问团的

“贴心人”，履行好直接管理责
任，派出单位要当好顾问团的

“娘家人”，履行好跟踪管理责
任，镇村两级要把顾问团当成

“自家人”，履行好日常管理责
任，为全市乡村振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人大代表视察中医
院异地迁建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昨
日下午，市人大组织部分人大
代表对中医院异地迁建项目进
行了实地视察。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韩静慧参加活动。

据悉，为改善目前中医院
就医环境，有效缓解丹阳南部
片区市民就医需求，经市委、市
政府研究决定，将中医院迁移
至高新区丹金路与庆丰路交界
路口以东的空地。到达项目现
场后，人大代表一行听取了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对该项目的介
绍。据了解，中医院迁建项目
定位为高品质现代化三级甲等
综合性中医医院，项目总投资
8.76 亿元，总用地面积 52246
平方米。为加快项目建设，切
实减少该项工程招标的中间环
节，该项目采用EPC工程招标
模式，预计工期 770天。目前，
该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已按照
政府采购相关规定进行采购，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已办
理结束，各项前期手续已基本
办理到位，EPC工程招标近期
将进行上网公告。

座谈会上，市卫健委、财政
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围绕各自职能逐一汇报了该项
目进展情况。面对全市人民尤
其是南部片区市民关注已久的
中医院迁建项目，市人大代表
们也认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希望高新区与相关部门可
以立足高起点，坚持规划先行；
深入了解市民的想法，听取合
理建议；做好医院内部及周边
配套设施建设，保证建筑质量。

韩静慧要求高新区与各相
关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互相
配合，切实将项目各环节的责
任落实到人，广纳意见，努力将
中医院迁建项目打造成我市又
一惠民利民的精品工程。

本报讯 （记者 王国
禹 通讯员 张斌） 29 日上
午，公安局举行“丹豹铁骑
队”成立仪式。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陈俊为“丹豹铁
骑队”授旗。

成立仪式上，陈俊要求
“丹豹铁骑队”全体成员紧
扣大庆安保主线，将“丹豹
铁骑队”打造成应急处置的
尖刀队、巡逻防控的执法
队、维护交通的机动队、服
务群众的先锋队，成为丹阳
公安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护
航我市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作出应有的贡献。“丹豹
铁骑队”队长陈坚接旗并作
出表态发言。

公安局成立
“丹豹铁骑队”

各地各部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魏郡
玉 通讯员 导宣 黄凌云 郭友
敏 朱琪昕）近日，导墅镇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动员部署会，对全镇主题教育进
行动员部署，确保主题教育高标
准高质量扎实开展。市委第三
指导组将对导墅镇开展主题教
育进行全程指导、全面监督。

会议从“提高思想认识”“聚
焦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组织领导”四个方面强调
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并就开
展好主题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市委第三指导组充分肯定了该
镇前期工作，并围绕总体思路、

重点任务、关键环节、方法步骤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25日，丹中党委组织退休支
部党员和部分丹中退休教师开
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
活动，增强老党员、老教师爱党
爱国爱家的崇高情怀。

活动当天，一行人首先来到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实地参观该公司的智能化工
厂，深切感受到了我市在汽车零
部件行业上的发展成就。随后，
一行人来到了开发区其林村。
这是一个有着“红色堡垒”美誉
的村落，大家瞻仰了“红色堡垒
麒麟村”纪念碑，实地感受了该
村的红色气息，唤起了大家对曾
经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先烈们
的无限敬仰。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丹北
镇九曲河水利枢纽和嗨皮小猪
亲子农场。

27日上午，市城管局园林部
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总书记关于主题
教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城管局关于第二批主题
教育的部署要求，对主题教育进
行动员部署，确保主题教育高标
准高质量开展。

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主题教育是对班子成员、中
层干部、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
党风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开
展好主题教育，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将推动园林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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