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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长三角铁路增开77对列车
本报讯（许文峰 鲍晶）记者从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五
一”运输方案出台，为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
门计划加开77对客车。

今年“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限为4月28
日至5月1日，共计4天。长三角铁路预计日
均发送旅客268.8万人，同比增加53.7万人，
同比增长5.3%。为此，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在动态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始发
列车运力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发挥管内高铁
成网优势，安排加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9对
（其中高铁列车6对、普速列车3对）、管内临
时旅客列车68对（其中动车组列车46对、普
速列车22对），另对11对周末线和高铁动卧
列车开行作了调整。

计划加开的临时旅客列车主要方向为：
直通方向上海至南昌、汉口、福州、长沙、郑州
间；管内方向上海至南京、杭州、合肥、徐州、
蚌埠、阜阳、安庆间，杭州至温州、丽水、合肥、
阜阳等，合肥至黄山、阜阳、淮北、芜湖间，南
京至徐州、如东、盐城、安庆、芜湖间。

徐州15家企业因严重欠薪被限市场准入
本报讯（胥明虎 于菁）近日，徐州市建

设局依法对2018年春节前拖欠民工工资并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15家企业作出限制市场
准入、全市通报批评、核减信用分等处罚。

据介绍，2018年以来，江苏弘盛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建筑施工企业和劳
务企业管理混乱，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了群
体性讨薪事件，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
稳定、侵害了民工的合法权益。此次对它们
及有关个人亮“红灯”，旨在营造诚实守信的
建筑市场环境，维护建设领域民工权益。

省劳模陆琴心系自闭症儿童
本报讯（范华 王槐艾）日前，江苏省劳

动模范、扬州陆琴脚艺三把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琴发起成立扬州至爱慈善义工协
会，专注关爱自闭症儿童。

协会成立当天，陆琴联合同城的20家
单位，组织职工志愿者走上街头为过往路的
行人系上代表感恩、关怀、成就与爱的蓝丝
带，送上精心定制的“守护星星的孩子”的纪
念品钥匙；为患自闭症的小朋友带去了玩
具、学习用品及护牙保健品。陆琴表示，让
关爱活动成为日常，一定可以改变更多自闭
症儿童的命运，使他们可与常人一同享受生
活的美好。

泗洪县举办第八届职工运动会
本报讯 (余莉 张杰 丁彬彬) 由泗洪县人

民政府主办，泗洪县总工会承办的泗洪县第
八届职工运动会近日举行，来自全县乡镇、
系统、县直、企业等单位的79支代表队，共计
近5000人在篮球、羽毛球、排舞、大众体育
等4大项17小项的比赛中一展风采。

据了解，多年来，泗洪县每年在“五一”
前夕，举办不同形式的职工体育运动会，不
断提升办会的规模和质量，创新比赛项目，
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阮宗华艺术工作室在高邮挂牌
本报讯 (陆振声) 烟花三月之际，我国

著名书画家阮宗华艺术工作室，在高邮湖畔
挂牌，为其家乡增辉添彩。阮宗华出生于高
邮送桥，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江苏省扬州
中学，被国家选派至法国留学，辗转多年返
北京工作。经数十年奋斗磨炼，不仅通晓
法、意、英外语，而且娴熟于诗书画印，尤为
擅长油画、国画及篆刻艺术。期间，曾获中
央工艺美院和法国巴黎第三大学两个艺术
学硕士学位，并曾任我国文化部中国画研究
院史论研究室主任。最可贵的是，他拒入外
籍，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坚持创作了大批
书画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画风及扬州
画派的艺术传统。现场展出的一批艺术精
品，受到了画坛专家教授及各地来宾的一致
好评。

句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讯（句文旅）近年来，句容市致力于

推动乡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群众提供更
加全面和贴心的文化服务保障，已取得显著
成效，尤其是村级公共文化广场的建设，为乡
镇居民进行广场舞等健身娱乐活动提供了强
有力的场地保证。如今，该市12个乡镇共建
成了169个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广场，建筑面
积达到142001平方米，基本保障了乡镇居民
的公共活动需求。群众特别喜爱的广场舞活
动，现今有了统一的、合理的、安全的场所，既
愉悦了心情又锻炼了身体，赢得了老百姓的
一致称赞。

遗失启事

●汪胜利，男，叉车操作证丢失，证件编
号34090119690128281X，特此登报声明。

●张则考，男，叉车操作证丢失，证件编
号372822197612153876，特此登报声明。

●周鹏，男，叉车操作证丢失，证件编号
372923198112020096，特此登报声明。

●遗失江苏省营养学会法人章（姓名蔡
云清）一枚，声明作废。

●韩莉遗失南京金浦小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壹张，
发票号03750508，金额1690000元，声明作
废。

●遗失昆山市江成运输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205835993894）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连云港市海蓝蓝消毒

液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证 号
67444099-3，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320721674440993；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320721000042387，正本编
号
320721000201207020005S
， 副 本 编 号
320721000201207020006S
，声明作废。

●遗失钟楼区邹区徐尹
服装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20483601251902，正本
编 号
320404000201609050096，
声明作废。

●遗失常州市武进区卜
弋伟明建材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320483600346383，正本编
号
320483000201503040148，
副 本 编 号
320483000201503040150，
声明作废。

●遗失溧阳市溧城超华
建材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20481600504817，正本
编 号
320481000201510130038，
声明作废。

●遗失惠山区阳山镇陆
久酒类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锡国（地）税登字
320222196709035712 号 ，
声明作废。

●遗失江阴市顾山镇香
山助剂厂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320281000187301，
正 本 编 号
320281000200806190032，
副 本 编 号
320281000200806190077，
声明作废。

●遗失常州瀚涛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财务章、法人章
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蒋焕
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20206600365538，正本编
号
320508000201407020139，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前洲镇兴
平五金加工厂营业执照正
本 ， 注 册 号
320206600030085，正本编
号
320206000200803180029，
声明作废。

●遗失连云港薇晟木艺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一
份 ， 副 本 编 号
320721000201708070096，
声明作废。

●遗失东海县房山镇守
强电焊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320722600588663，正本编
号
320722000201508060009，
副 本 编 号
320722000201508060016，
声明作废。

●遗失江阴市新恒旭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91320281MA1TACWE0J，
正 本 编 号
320281000201711160300，
副 本 编 号
320281000201711160306，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洛社镇飞
阳五金机械厂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2853301681，
正 本 编 号
320285000200703060006，
副 本 编 号
320285000200703060007，
声明作废。

●遗失王洪芝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320722600027758，正本编
号
320705000201105050004，
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新区丁卯林
木生面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321191600238437，
正 本 编 号
321191000201607080048，
副 本 编 号
32119100020160708005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阴市西林
化工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8
年4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陆
国 良 联 系 电 话 ：
13961645882 江阴市西林化
工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4
月19日

注销公告 江阴市顾山
镇香山助剂厂投资人于2018
年4月19日决定解散，并于
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 张新民 联系电
话：15950112141 江阴市顾
山 镇 香 山 助 剂 厂 清 算 组
2018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 苏州零偏仪
器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展于
2018年 4月 19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曹 敏 燕 联 系 电 话 ：
13706224559 苏州零偏仪器
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
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 苏州银耀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展于
2018年 4月 19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曹 敏 燕 联 系 电 话 ：
13706224559 苏州银耀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
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 无锡霖全贸易
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8年4
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 周金龙 联系
电话：13306177976 无锡霖
全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
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 苏州满顺亨
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8
年4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徐
芒 联系电话：13957748246
苏州满顺亨贸易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8年4月19日

本报讯（通讯员 刘海燕 记者 朱波）昨
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新
近出台的《南京市2018-2020年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进行解读。据悉，至2020
年，南京市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规划达6.5张，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
达3.5人。

为进一步推进南京市卫生资源优化配
置，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覆盖面，南京市出台了
《南京市2018-2020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规划》。规划的总体目标为：以“控制总量、
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提升能力”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整合资源，多元办医，促进
医疗卫生资源总量适度增长、资源配置结构
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构建与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健康需求相
适应，体系完整、特色明显、功能互补、密切
协作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实现人
人享有更高水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奠定坚
实的工作基础。该规划的核心指标为：至
2020年，该市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规划达6.5张，其中医院达5.7张，基
层医疗机构达0.8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达3.2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
士数达5人，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达0.83人，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达3.5
人，医护比> 1: 1.29。规划的实施将对深入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着力解决医疗
卫生资源供给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之间的
矛盾，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提供有力的保障。

“十二五”以来，该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

稳步增长，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主
要健康指标位居全省和全国前列，基本建成
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等组成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覆盖城乡的“15 分钟健康服务圈”。但该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和矛盾，主要表现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
衡、卫生人才和人力资源仍然紧缺、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分工协作机制不够健全、政府对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需要加强、资
源配置需要进一步优化。

南京：两年内全科医生每万常住人口要达3.5人

本报讯（通讯员 吴倪娜 王巍
记者 徐嵋）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又有新路径。4月19日，江苏省人
民医院成功与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在省内
率先开通远程专科医疗服务，通过
远程系统，宿迁的患者在当地即可
与省人民医院专家进行直接交流。

19日上午8点，在省人医泌尿
外科诊间，远程专科信息系统已经
完成对接，该院泌尿外科宋宁宏主
任医师与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王峰业副主任医师以及一
位老年男性患者张大爷正在通过
远程信息系统进行病史沟通。据
王峰业介绍，该患者因左侧腰痛半
月到当地医院门诊就诊，在问诊查
体后发现患者既往有前列腺增生
病史，CT检查显示患者有左侧输
尿管上段结石。

随后，宋宁宏主任医师询问张
大爷有无特别的不适感，并提醒王
峰业医师，要特别关注患者是否有
血尿情况，得知患者无血尿情况后
建议张大爷做PSA（前列腺肿瘤指
标检查），排除肿瘤后入院治疗，对
于输尿管结石首选体外冲击波碎石
治疗，如果体外冲击波治疗效果不
佳，还可以考虑输尿管镜下钬激光
碎石治疗。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王峰业
副主任医师对宋宁宏医师的建议
表示十分认可，并表示远程专科系
统让省人医专家不需亲临现场即
可参与会诊，及时解决了门诊中遇
到的疑点难点问题，非常便捷。而
患者张大爷和家人也对这次通过
互联网与省人医专家面对面的交
流表示十分满意，一个劲地表示：

“这个系统太方便了，我们不用赶

到南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医院
的专家，专家解释的很详细，也打
消了我们心中的顾虑！”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唐金海
表示，远程专科系统可以有效提高
医疗服务效率，是患者、医生、医院
三方共赢的新型合作方式。一方面
该系统可以实现三甲医院专家与基
层医务人员的实时沟通和指导，提
高医院医联体单位专科医师业务水
平；另一方面可让患者大大减少因
就医来回奔波的辛苦和费用。

据该院副院长刘云介绍，目前
远程专科首批开展的科室为泌尿
外科、心血管内科、风湿免疫科和
皮肤科，患者只要在宿迁市第一人
民医院挂相应的远程专科门诊号
即可。后续医院将逐步扩大专科
范围，合作医院也将逐步扩大到省
内外117家医联体合作单位。

省人医在江苏首开远程专科医疗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冰 陈俊
记者 万森）记者昨日从张家港市
检察院了解到一起跨省倾倒毒渣土
案件。最终在检察机关的介入下，
当事外省企业与废渣倾倒所在的张
家港市南丰镇政府签订环境损害修
复赔偿协议，支付环境损害赔偿修
复资金共计人民币1600余万元。

2016年3月的一天，几辆满载
红色“渣土”的卡车停靠在一片滩涂
边，一会儿工夫，红色“渣土”倾倒而
出，仅经简单掩埋，就遗留在了滩涂
上。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对此立
案侦查。原来，这些红色“渣土”是
来自一家外省某企业的矿渣。

除在东沙填埋的1000余吨，
这家公司还雇佣人员利用同样手

段在张家港其他处填埋、堆放矿渣
共计2000余吨。经鉴定，这些矿
渣料含有镍、铬等重金属物质，而
这些物质具有浸入毒性和腐蚀性，
通过土壤和地下水质污染，对当地
环境危害极大。在追究当事企业
及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
如何对已污染的环境消除影响、进
行修复，以保证当地自然环境和群
众的健康安全，是检察机关需要运
用监督职能进行思考的问题。张
家港市检察院积极收集调取相关
证据，多次督促环保局及时履职，
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废渣倾倒、填
埋地环境进行损害评估，最大限度
的降低破坏影响、修复自然环境，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6年11月，在张家港市检
察院的参与、监督下，市环保局与
当事企业就环境损害修复、赔偿等
问题进行多次磋商。

2018年 2月，当事企业与废
渣倾倒所在的南丰镇政府签订环
境损害修复赔偿协议，按照专业
机构评估报告结论，支付环境损
害赔偿修复资金，共计人民币
1600余万元。同年3月，张家港
市检察院再次就环境修复工程规
范开展、资金管理等问题向市环保
局、当地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提
出意见和建议。

目前，当地镇政府作为工程
修复实施主体，相关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的开展中。

跨省倾倒毒渣土

当事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资金16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朱波）昨日，南
京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宣布：南
京市从今年5月2日起启动燃油助
力车淘汰工作，公安机关停止办理
燃油助力车更新、转移手续。自今
年11月1日起，燃油助力车不得
在该市行政区域内行驶。

今年5月2日至10月31日，
对燃油助力车实行淘汰补贴政
策。在该市注册登记的燃油助力
车车主，可前往各区“淘车办”设立
的燃油助力车“补贴窗口”办理注
销手续，领取补贴。补贴标准：对

在该市注册登记的燃油助力车车
主一次性给予车主1000元/辆，对
在今年7月31日前淘汰手续办理
完毕的车主额外给予300元/辆奖
励。

办理流程：车主携带身份证
明、车辆凭证及车辆，前往各区“补
贴窗口”，审核车辆及登记信息，由
报废企业拆解回收，凭《燃油助力
车报废回收证明》，现场申请注销
手续，并提供本人银行借记卡，给
予补贴。委托办理的，需提供委托
书及代理人和车主身份证明，及车

主本人银行借记卡。“补贴窗口”服
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
00-11: 30，下午14:00-17:00。

据介绍，今年11月1日以后，
凡是违反规定上道路行驶的燃油
助力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依照《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扣留车辆，按无牌
无证机动车处理。阻碍执法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通 讯 员 苏宫新
记 者 万森）网上无门槛贷款骗
局，省反诈骗中心已曝光多次，但
最近这一骗局再次升级，套路更
深。无锡市民杨先生明明已拿到
了打到自己银行卡上的贷款，但最
后还是“还”给了骗子。

今年4月1日，无锡市民杨
先生接到一陌生女子电话，自称
可以提供贷款服务。杨先生正好
需要钱，就加了对方微信。双方
商量好借款额度后，对方就发了
一张个人信息表给杨。杨在上面
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号，身份证
号、目前拥有的周转资金等信息。

4月5日，杨先生再次接到那
名女子电话，对方称申请的贷款
已办好，但是需要银行卡内有贷
款金额的40%作为还款能力的
证明。杨便在自己的银行卡内存
入了3.2万元。之后，杨手机上
收到银行的验证码，对方要求提
供，他就给了，结果发现银行卡内

被扣款3.2万元。杨当即询问对
方怎么回事，对方称这笔钱会和
贷款一起发下来，杨没有起疑。

果然，之后杨的银行卡陆续收
到钱，总额为3.22万元。但对方表
示，为避税，这些钱要到微信群里
过一下。杨便按照对方要求扫了
二维码进了一个微信群，并听从对
方指示，在群内将银行卡内收到的
钱全都发红包发掉了。钱发完后，
杨才意识到有点不对。他再次联
系对方，对方已经将其拉黑。这
时，杨才意识到被骗，赶紧报警。

针对此类骗局，省反诈骗中心
提醒，网上无门槛贷款大多是骗局，
贷款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没有无
门槛的说法。有贷款需求的市民
应当选择正规的具备相应资质的
金融机构办理贷款，切莫相信“网络
借贷”电话的“三分钟到账”等说
辞。 遇到对方要求交付“保证金”

“周转金”“解冻账户”资金等说法
时，定要保持警惕，不可轻易转账。

本报讯 (通讯员 赵辉) 日前,
在淮安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
卷烟厂再次荣获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企业”称号。

多年来，淮阴卷烟厂层层落
实安全责任，牢固坚守安全“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创新安全工
作思路，深入推进安全“三化”建
设，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的力
度，去年圆满完成了“706100”安
全环保目标及年度各项工作任

务，并获得淮安市“平安企业”、
“消防工作先进集体”和“内部安
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
誉称号。今年，淮阴卷烟厂将以
此为新起点，切实贯彻国家局及
省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新版标
准执行与“双控体系”建设，强化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提升本质安
全管理水平，确保实现“806100”
安全环保目标，为时代企业建设
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施卫娟 舒鑫凯 记者
鲍晶）网络化时代，电子书盛行，实体书店
却在逐渐凋零，尤其是承载巨大历史文化价
值的旧书店正在一家家消失。很多旧书店
因为经营困难，被挤压到城市的边缘，难以
生存。在今年江苏全民阅读日暨世界读书
日来临前夕，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南京
旧书店”团队走访调查了南京多家旧书店，
并拍摄了四部微电影，希望留存这一独特的
文化风景。

南京的寻常巷陌里，偶尔会有几家旧书
店隐藏其中，规模或大或小，都静默地伫立

着。在光顾某家旧书店时，南财新闻学院大
二学生田语说找书店的门就找了好久，终于
在一个小巷子口看见了一张陈旧的广告牌，
跟着广告牌的方向进入了一条“单行道”，向
内走了50米才找到书店的门。一个月后再
次去这家书店时，发现周边道路已经整修，
环境变得整洁，但书店唯一的路标也已不
见。“房租越来越高，旧书资源不断减少，
加上网上书店的冲击，实体书店生存越来越
困难，更不用说旧书店了”谈到经营状况，仓
巷的无名书店杨老板很无奈。

调研团队查询到南京共有49家旧书

店，目前仅存25家，一半的旧书店已经消
逝。

“旧书的收购不是一次冷冰冰的交易，
而是一场文化的传递。把珍藏的书籍传递
给需要它的人，一本书跨越几个人甚至几代
人，有些旧书在岁月的风尘中损坏，又通过
古籍修复师重新绽放光彩”、“总有薪火照前
路，把旧书回收利用，像薪火相传一样，是文
化的传承”……在与走访的25家仅存的旧
书店老板交谈后，“南京旧书店”团队决定用
微电影这种新媒体方式把旧书店这种文化
传承记录下来。

去年6月至今，田语和另外7名对旧书
店感兴趣的同学走访了几乎囊括南京城的
所有旧书店，采访、拍摄、剪辑各有分工。在
走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难题，书店位置不
好找，大部分书店在网上地图搜寻不到，要
靠问路人才能找到。“经过近一年的准备，
《涅槃重生》、《大隐隐于市》、《“阅”尽铅华》、
《薪火照前路》四部微电影终于完成，广受好
评。

“就像有的旧书店已经坚守了几十年，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让更多快
被遗忘的旧书店进入大家的视线”，在“南京
旧书店”的基础上，目前，“江南旧书店”团队
已经开始组建。团队准备走访江南地区的
旧书店，继续用微电影形式记录旧书店的生
存现状，希望能对更大范围的旧书店行业产
生积极影响。

本报讯（通讯员 苏环轩 记
者 赵叶舟） 4月18日晚8时，中
央电视台二套《经济半小时》栏目
以《非法排污几时休》为题，报道
灌河口三个化工园区（燕尾港、堆
沟港和陈家港）环境污染问题。
江苏省环保厅高度重视，连夜召
开会议，成立专案组，调集监测监
察执法方面专家，已于昨晚赶赴连
云港，彻查媒体反映的园区环境污

染问题；要求连云港市对曝光的企
业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全
面查处，严肃追究不作为和失职渎
职人员的责任，涉嫌环境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查处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布。江苏将深入贯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继续推进
263专项行动，欢迎和感谢新闻媒
体的监督，对媒体反映的问题和
线索，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宿迁市宿城区
洋北镇 10 个农村
（居）党支部带领村
民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西瓜、草莓等11
个绿色果蔬项目成
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钱袋子”。
图为下口村党支部
书记曹杰在大棚里
向瓜农提供西瓜销
售信息。

戚善成 摄

南京淘汰燃油助力车 车主可获补贴
11月1日起不得上路行驶

网上无门槛贷款大多是骗局

淮阴烟厂再获市“安全生产先进”

江苏省环保厅：
彻查灌河口化工园区环境污染问题

南京近一半旧书店已消逝

南财大学生用微电影记录旧书店生存现状

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本报讯（记者 鲍晶）昨天，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从4月
21日零时起，市交通运输局暂停
受理出租汽车（含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新增运力许可事项，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暂停受理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服务新增车辆注册登记
为营运性质的许可事项。

据了解，目前南京已拥有7家
平台公司，近2万辆网络预约出租
车，加上原巡游出租车，总运力规
模已达3万余辆。近期，部分网约
车平台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使用
无资质车辆及人员，采用高额双向
补贴低于成本价等违规经营行为，
破坏了出租汽车市场环境，也给城
市交通秩序带来巨大的压力。

《市政府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
业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按照错
位发展和差异化经营原则，网约车
运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满足
社会公众多样化、个性化出行服务

需求。交通运输部门通过发布监
测报告、警报加以引导，必要时政
府采取调控措施。”为保障城市交
通有序运行，稳妥推进全市出租
汽车行业改革，净化出租汽车市
场环境，结合全市出租汽车行业
实际，从2018年4月21日零时起，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暂停受理出租汽
车新增运力许可事项。符合许可条
件且《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
期在2018年4月20日24时前的车
辆除外，上述车辆应在2018年7月
20日前提交符合规定申请许可材
料，逾期不予受理。南京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暂停受理从事出租汽车
客运服务新增车辆注册登记为营运
性质的许可事项（持有交通运输局
核发的网约车《预审合格通知书》的
车辆及更新的巡游车车辆除外）。

与此同时，南京市还将建立
交通、公安、物价、工商等多部门
联合执法机制，集中开展出租汽
车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4月21日起，南京暂停出租车、网约车新增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