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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召开会
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
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
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
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定《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
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有效
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
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
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深化政
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力
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
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
制胜优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正风肃
纪，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学习宣
传和贯彻落实。要突出书记队
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
提高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
力。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
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选举工
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
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列
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
织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
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
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
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
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
制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
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
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

选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分配
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
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班子
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
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
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
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
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
作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严格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加强谋划，
精心组织，全程把关。要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党员和
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
举工作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
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培训，提
升工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
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各项规定要
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
电 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
航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 客
机，28日飞抵新疆吐鲁番市，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高温专项飞行
试验。

C919 国 产 客 机 ，座 级
158-174座，航程 4075-5555公
里，2007年正式立项，2015年首
架机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总装制造中心下线，2017
年实现首飞，计划于 2021 年获
得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并交
付使用。现阶段，C919 客机开
启多机场、多区域协同试飞模
式，全线进入高强度、高效率、
高质量飞行试验阶段，以确保
飞 机 各 项 性 能 符 合 适 航 标
准。其中，高温试飞是民用飞
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端气候试
验。

吐鲁番机场安全质量监管
部主管王立飞介绍，经前期对
全国机场历年气象数据统计分

析，中国商飞C919客机试飞团
队评估出吐鲁番机场夏季高温
条件能够满足试飞要求，决定
在此组织试飞项目，收集飞机
性能数据。对此，吐鲁番机场
将全力做好保障工作，确保飞
机完成各项试验。

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吐

鲁番市，高温少雨，是全国有名
的高温地区之一。每年 6月至
8月，吐鲁番市平均气温高于38
摄氏度，高于 40摄氏度的天数
在35天以上，特殊的气候条件，
使吐鲁番市先后获批成为我国
干热自然环境试验基准点和重
要的热区试车基地。

国产C919客机飞抵吐鲁番
开展高温专项试飞

新华社日内瓦6月 29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 29日发布的
全球新冠疫情数据确认，全球
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
1000万例，死亡病例累计接近
50万例。世卫组织警告称，近
期疫情又出现加速传播的趋
势。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 29日 10时 43分
（北京时间 29 日 16 时 43 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
10004707 例，死亡病例累计
499619 例。目前美国和巴西
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处于
全球前两位，其中美国累计确
诊2496628例，死亡125318例；
巴西累计确诊 1313667 例，死
亡57070例。

除美国和巴西外，累计确
诊病例数较多的国家依次为俄
罗斯 634437 例，印度 548318
例 ，英 国 310254 例 ，秘 鲁
275989 例，智利 271982 例，西
班牙 248469例，意大利 240136
例，伊朗 222669例。死亡病例
数较多的国家依次为英国
43514例，意大利34716例，法国
29700例，西班牙28341例，墨西
哥 26381 例，印度 16475 例，伊
朗10508例，比利时9732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形势报
告显示，近期全球每日新增病
例数屡创新高，28日单日新增
189077例再破纪录，其中多个
国家也刷新了单日新增病例纪
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
期多次警告，新冠疫情在全球
有加速扩散的趋势，他呼吁各
国进一步强化全社会共同参
与、综合实施的抗疫措施。

世卫组织 26日宣布，未来
12个月将需要313亿美元用于
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检测工
具及疫苗，包括到 2021年底采
购20亿剂疫苗，其中10亿剂用
于中、低收入国家。

新华社北京 6月 29 日电
记者 29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
悉，修订后的公安部《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推出了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异地处理改革措施，在此前
试点的基础上，6 月 30 日起全
国全面实施。

据了解，自2020年5月1日
起，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异地处理在湖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等 5个省（区）试点，
试点效果良好，受到广大驾驶
人的积极肯定。6月 10日起在
山西、辽宁、上海、海南、重庆、
甘肃等 6个省（市）推广实施，6
月 20 日起在天津、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
陕西、宁夏等 9个省（区、市）推
广实施，6月 30日起在北京、吉
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
北、广东、西藏、青海、新疆等11
个省（区、市）推广实施，实现全
国全面覆盖。

随着新规全面实施，当事
人对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无异议
的，除了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
地处理，还可以自主选择在发
生地以外的任意地方公安交管
部门接受处理，大大方便了驾
驶人处理异地交通违法，减少
群众两地奔波。

当事人明确接受跨省异地
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的，

处理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协助交
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管部
门履行调查交通违法行为事
实、告知处罚内容和当事人的
权利、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程序，并由发生地公安交管部
门按照发生地标准作出处罚决
定。

为确保异地处理全面顺利
推广实施，公安部交管局已组
织升级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信息系统，开展业务培训，部
署各地做好实施准备。试点实
施以来，已有 30万驾驶人享受
到了这一改革红利，累计处理
跨省异地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62万起。

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处理
30日起全面实施

中方决定对在涉
港问题上表现恶
劣的美方人员实
施签证限制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就美方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
涉港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说，针
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
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
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
会上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
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对
此无权干涉。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
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通
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
会得逞。

我国慈善领域首
批团体标准发布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29 日从中国慈善联合会
获悉，中国慈善联合会近日
发布了《慈善组织档案管理
规范》《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规
范》《公益项目三 A 三力评估
指南》《慈善社区创建评价方
法》4 项团体标准，这也是我
国慈善领域的首批团体标
准。

据介绍，这 4 项团体标准
对慈善组织档案管理、慈善
组织项目管理、公益慈善项
目社会价值评估、慈善社区
创建评价等多个方面作出规
范，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福清介绍，此次发
布的4项团体标准属于慈善领
域的基础性标准。今年下半
年，中国慈善联合会还将组织
会员单位开展团体标准的培
训、试点等工作。

世卫组织确认全
球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已超千万

新华社伊斯兰堡 6月 29
日电 巴基斯坦警方 29 日证
实，4 名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位
于巴南部城市卡拉奇的巴基斯
坦证券交易所大楼，导致至少
5 人死亡、6 人受伤。4 名武装
人员被击毙。

卡拉奇警方负责人穆卡达
斯·海德尔对媒体说，武装人员
当天乘车抵达证券交易所大楼
附近，向证交所安保人员开火
并投掷手榴弹，导致 4 名安保
人员和一名警察身亡。4名武
装人员在与警方和安全人员交
火中被击毙。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首席
执行官法鲁赫·汗对媒体表示，
武装人员没有闯入证交所股票
交易核心区域。

卡拉奇警方和当地安全部
队已对现场实施封锁。伤者已
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其
中两人伤势严重。

“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实施
此次袭击。“俾路支解放军”经
常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安全部队
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
坦政府已于 2006 年宣布取缔
该组织。

巴基斯坦官方尚未就此袭
击事件发表声明。

巴基斯坦证券交
易所大楼遇袭致
多人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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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兹有南京臻卓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承建的江苏丹阳眼镜小镇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装修改造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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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

至2020年7月13日

商业信息
●荣兴地毯经营各种地毯、地坪、地胶
等，中山路体育场大门口，13606102975

出售信息
●幸福里106平三房，毛坯，优惠价97.8万，18012848668

遗失信息

●潘江涛遗失出生证，编号：
I320004012，声明作废。
● 程 烨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O320329064，声明作废。
●周子璇遗失出生证，编号：
J321008367，声明作废。
● 胡 沐 遗 失 生 生 证 ，编 号 ：
R320585999，声明作废。
●丹阳市曲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6300105，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万博汽配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 税 号 ：

91321181MA1TCX9K1G，声 明
作废。
●张明进遗失丹阳市万博汽配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1712200190，副 本 ：
321181000201712200248，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万博汽配有限公司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王华娟遗失丹阳市云阳镇香阁
迩美容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1201040117，副 本 ：
321181000201201040119，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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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经走访调查了解到：
1999 年 10 月 20 日 19 时许珥陵辖
区村民张三妹从珥陵镇黄埝大队
于家村回家途中，经过珥陵镇八
站时，听到一婴儿在路边哭泣，该
婴儿为男婴，身穿一件粉红色的
单衣，黑色单裤，于是将男婴抱回
家中由张三妹的弟弟张金龙抚养
长大，取名张小京，现一直生活居
住在珥陵。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珥陵派
出所联系。联系电话：86694110

丹阳市公安局珥陵派出所
2020年6月30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昨
日下午，副市长黄俊杰带领文
明办、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前往华南菜市场，现场

推进市场及周边环境整治。
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正值

市民采买和学生放学高峰期，
华南菜市场道路两侧停了不少
电瓶车、三轮车，不时有多辆
汽车经过，路面十分拥挤，行
人通过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黄
俊杰一行经测量体温后进入菜
市场内，只见部分门面商户为
了扩大经营地盘，把货物摆到
了门面外经营，影响买菜市民

通行；同时，市场内还存在电
线私拉乱接、杂物乱堆乱放现
象。在华南菜市场收费停车场
南面，非机动车道上有十多个
菜农在摆摊卖菜，俨然是个

“移动菜市场”，而该条道路两
侧几乎停满了汽车，有汽车会
车时，一度造成了拥堵。

黄俊杰指出，针对此次发
现的问题，市场管理部门与相
关部门要逐项逐条进行整改，

齐抓共管克服“顽疾”，在整治
中做到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互相支持，全力打造干净整洁
的市场环境；公安和城管部门
要进一步规范菜市场及周边车
辆停放秩序，全面加大市场门
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违章停放
的整治力度，并在部分路段施
划停车线，确保车辆有序停
放，切实解决人车拥堵、占道
经营等乱象。

市领导现场推进华南菜市场及周边环境整治
共建文明城共建文明城
争做文明人争做文明人

本报讯 （记者 茅猛科
通讯员 束华跃） 近日，陵口
镇组织召开“春风行动”暨

“智慧消防”推进会，进一步
强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意识，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
明确认识、强化责任、狠抓落
实，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该镇全体党政领导、镇安
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分工干

部、12个行政村负责人和村级
信息员，以及部分企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江苏
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警示片，切实吸取事故教
训。随后，市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左二林从安全生产理念和方
针、解读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
点事项清单、事故的原因分析
和案例警示三个方面，为与会
人员讲解了安全生产管理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将安全生产贯彻
到企业生产的方方面面；镇人
社中心主任束华跃解读了该镇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方案，强调
此次劳动用工专项检查，将以

安监办排查的用人单位数据为
基础，对辖区内的劳动型密集
型企业用工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检查；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特种设备的安全培训。

会上，陵口镇相关负责人
还就“智慧消防”系统的主要
构成、应用场所、建设目标和
推进方法进行了阐述。据介
绍，“智慧消防”系统将改变
过去落后、被动的方式，大大
减少中间环节，极大提升出警
速度，降低城乡火灾风险，是
遏制“小火亡人”的有效手
段，对推进乡镇社会化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陵口镇召开“春风行动”暨“智慧消防”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云
莹 通讯员 丁琴 王辉）6月 19
日，丹阳市“全民艺术普及 城
乡播种行动”广场舞培训走进
皇塘镇丁桥村，开始了第一场
广场舞培训。

此次培训由市文化馆指派
老师现场指导，学习内容为广
场舞《我来了》。专业老师从基
本动作开始，手把手指导，并对
舞蹈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解
答。培训中，老师生动幽默的
语言、专业的技术指导让在场
的文艺骨干和舞蹈爱好者们在
轻松的氛围中学有所得，获益
匪浅，为该镇舞蹈爱好者创造
了良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提
升了基层文艺骨干业务水平。

24 日下午，丹阳市“全民
艺术普及 城乡播种行动”农民
画培训走进皇塘镇大南庄村。

此次培训老师是皇塘镇书
画协会的汤达庚，参加培训的
学员有幼儿园老师和农民画爱
好者。汤达庚讲述了农民画的
由来、特点、绘画技巧等，然后
现场演示如何勾图、着色。

近年来，为了弘扬和发展
传统民间艺术农民画，皇塘镇
书画协会不定期举办农民画培
训，由农民画老师汤达庚现场
教授。目前，该镇农民画队伍
不断扩大，创作水平进一步提
升，为农民画的传承奠定了一
定基础，传统艺术传承拓展创
新有了希望。接下来，皇塘镇
将组织更多的农民画培训活动
走进企业、农村、机关、学校。

24 日下午，“全民艺术普
及 城乡播种行动”舞龙培训走
进导墅镇东河村。本次培训邀
请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
长邹锁忠为东河舞龙队现场授
课指导。

邹锁忠首先观看了东河舞
龙队的表演，全面了解舞龙队
的基本情况、队员基本素质和
舞龙技能，有针对性地安排接
下来的 10节课程内容。随后，
邹锁忠从基本动作开始，亲身
示范，手把手指导，并对舞龙的
基本知识进行了讲解。

该镇文体中心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该镇将进一步加大
对舞龙表演的推广和扶持，让
舞龙走进校园，建立青少年舞
龙队，把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
发扬光大，助推基层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

“全民艺术普及
城乡播种行动”系
列活动陆续开展

（上接1版）不办理会有什
么后果？我市从什么时候路面
开始查处非标三、四轮电动助
动车（封闭式），如何查处？针
对记者的问题，相关负责人直
言，至6月30日，我市路面警力
对发现的禁区内外的非标三、
四轮电动助动车（封闭式）依据
法律规定予以处罚；7 月 1 日
起，违反规定驶入禁行区域的

“非标三、四轮电动助动车（封
闭式）”被公安机关查扣的，一
律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拍卖、拆
除、报废处理。在禁行区域外
查扣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予以罚款、拘留处罚。
该负责人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向
周围的亲戚朋友传达此条消
息，及时通知“非标三、四轮电
动助动车（封闭式）”车主前往
报废点进行补贴报废。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唐洋华）“作为一名城管执
法人员，不应用过激方法解决
问题，应该想群众之所想，学会
运用法律、法规化解矛盾，规范
执法程序，不断提高‘处事’水
平和能力。”28日，我市滨江新
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组织
全体城管队员参加司法培训，
进行了集中“充电”。

培训中，授课老师系统阐
述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
措施》，从城管执法工作实际出
发，结合具体执法案例，重点对
执法程序、执法规范进行了精
心指导，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服务型执法的重要性，指导大
家通过开展完善执法程序、规
范执法行为、开展执法服务等
方面工作，树立城管新形象。

滨江新城城管执法
大队集中“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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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朝阳新村社区党委联合市司法局、云阳街道综治办、兴业银行丹阳支行、红叶颐馨园共
同开展了“党员志愿服务践行初心和使命”庆“七一”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理发、安全与法治知识
普及、金融防骗等服务，受到了居民的欢迎。（记者 云莹 通讯员 柳婉 摄）

开展志愿服务 庆祝党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