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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昨天，省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通报2018年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数据显示，我省去年生
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双赢”；在新闻发布会上，省生
态环境厅相关人士还晒出了今年我省在大
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方面的任务。

2018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为68.0%，与2017年相比保持稳定，13个
设区市优良天数比率介于56.2%-79.7%之
间。主要污染物中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和一氧化碳浓度同比有所下降，臭氧浓度
同比持平。其中，全省PM2.5年均浓度较
2017年下降2.0%，达到国家年度考核目标。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夏明芳介
绍，今年我省将加快推进大气 PM2.5 网格化

监测系统建设，加强 PM2.5 来源解析、区域
传输和监测预警等研究，健全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动态数据库。同时，探索行之有效的
污染防控措施，开展全省臭氧和PM2.5污染
协同控制重大专项研究，构建臭氧防治决策
支持平台。此外，大气治理还有八项任务，分
别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优化调整用地结构、实施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 VOCs 综合
治理专项行动、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和加强
基础能力建设，其中在调整运输结构方面，今
年下半年我省将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
准，年底前沿江地区和徐州市基本实现新能
源或清洁能源电动公交“全覆盖 ”；提高铁路、
水路运输比例，年底前大型钢铁、焦化企业内
部运输煤炭、铁矿等，全部改用轨道运输。

全省酸雨平均发生率为12.1%，降水年
均pH值为5.69，酸雨年均pH值为4.94，与
2017年相比，全省酸雨平均发生率下降3.5
个百分点，降水酸度和酸雨酸度均减弱。

2018 年全省地表水环境同比有所改
善。其中，国考断面水质Ⅲ累标准断面比例
达68.3%，较年度考核目标高2个百分点，劣
Ⅴ断面比例为1.0%，优于年度考核目标0.9
个百分点。

长江干流江苏段总体水质为优，10个断面
水质均为Ⅱ类。41条主要入江支流的45个控
制断面中，年均水质符合Ⅲ类、Ⅳ类、Ⅴ类和劣
Ⅴ类断面分别占 73.3%、15.6%、4.4%和
6.7%。与2017年相比，符合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上升4.4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持平。

2018年，全省设区市昼间噪声平均等效

声级为54.9分贝，13个设区市中有7个市达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二级水平，连云港和扬
州达到夜间二级水平，其余均为三级水平。

59个国控点和231个升空点监测表明，
太湖、淮河、长江等重点流域水体及近岸海
域海水、海洋生物中放射性核素浓度与
1989年处于同一水平；重点饮用水水源地
取水口放射性指标符合要求，环境中电磁辐
射检测结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截止2018年底，全省共建成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70座，其中焚烧处置设施53
座，焚烧处置能力121.4万吨/年；填埋处置
设施17座，填埋处置能力41.9万吨/年；全
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163.3万吨/年，同
比增长66.8%。

我省发布2018年生态环境“成绩单”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PM2.5浓度下降2.0%

本报讯（记者 鲍晶 通讯员 孙
逸飞）五一假期出行有哪些堵
点？ 进出城如何绕行更顺畅？昨
日，南京公路部门发布相关大数据
及出行指南。提醒车主：4天假期
里，8点到12点、16点到17点最好
别走长江大桥。

据介绍，今年五一小长假南京
出城交通流量日均将达到92.24万
辆，较平时增长5.27%。虽然绝对
数总额增加幅度有限，但增加的车
流量将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且高
峰持续时段变长。这意味着，早晚

高峰车堵缓行会更加严重。同时，
节日期间长江大桥小时流量均呈
现“M”型双峰分布。其中，高峰小
时出现在8-12点、16-17点两个
时间段。

与此同时，预计二桥高速将全
线拥堵，过江车辆建议从四桥、扬
子江隧道及长江隧道通行。三桥
刘村B收费站也易出现拥堵，建议
从西善桥、天后村互通绕行；三桥
张店互通枢纽（三桥往合肥方向）
易出现拥堵，建议从浦乌路绕行；
三桥主线收费站易出现拥堵，建议

避开三桥，从扬子江隧道、长江遂
道、长江四桥绕行。

南京公路部门表示，除过江通
道外，G42绕城公路（油坊桥互通
至刘村互通段）扩建工程施工，半
幅道路双向通行引发拥堵，建议车
辆由绕越高速通行。板桥往返二
桥、河西、主城方向车辆由扬子江
大道、龙藏大道、龙王大街、平良大
街道路绕行，绕城公路二桥往三桥
方向下平良大街匝道已建成通车，
绕城公路往河西南部、板桥方向车
辆可由该匝道通行。

南京公路发布五一假期进出城堵点

这两个时段最好别走长江大桥

本报讯（记者 朱波 通讯员 江
晓峻）日前，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公开发布
《2018年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状
况》白皮书。记者获悉，南京致力
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城
市，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
用，推动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
展，成功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白皮书显示，2018年南京知识
产权创造高质量发展，多项核心指
标居全国前列。专利申请总量达

99070件，同比增长31.4%，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量40652件，同比增长
9%；企业专利申请量54471件，同
比增长35.4%，占全市比重54.9%。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59.71件，位列全
省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
利授权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三
项指标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持续加大。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
《南京市关于高水平建设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的实施办法（试行）》等文
件，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工作持续开展。据南京市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
计，2018年共立案查处侵权假冒
案件892件，涉案金额5.6亿余元，
捣毁假冒窝点184个，缴获假冒侵
权商品8.7万余件。

该市还建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挂牌运行中
国（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110
家企事业单位纳入快速审查备案主
体名录，包括台积电、中兴通讯、中
车浦镇、中电熊猫等龙头企业。

南京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城市

本报讯（记者 徐嵋 通讯员 方
方）昨天下午，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2019年度第1批省级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情况。据悉，此次监督
抽查是省市场监管局机构改革后
组织实施的第1批省级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抽查产品均为从市场实
体店和电商平台统筹购买的样品，
涉及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轻
工产品等3大类18种产品。本次
共抽查产品1617批次，其中合格
1333批次，平均合格率为82.4%，
与去年一季度抽查平均合格率持
平。记者发现，抽查的产品中旅行
箱包和玉石蜜蜡的合格率较低，分

别为53.1%和67.5%。
据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徐明祥介绍，今
年一季度，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对日
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轻工产品
等3大类18种产品质量进行了监
督抽查。此次监督抽查均从市场
实体店和电商平台统筹购买样品，
共抽查产品1617批次，其中合格
1333批次，平均合格率为82.4%，
与去年一季度抽查平均合格率持
平。抽检的产品中，江苏企业生产
的为 288 批次，其中合格 243 批
次，合格率为84.4%。

记者发现，此次抽查中旅行箱

包的合格率最低，仅为53.1%。发
布会现场展出了部分抽查不合格
产品，其中一些经过振荡冲击性
能、缝合强度、跌落性能等指标检
测的不合格旅行箱包已出现把手
掉落、箱体开裂、破碎等情况。如
何避免购买到不合格旅行箱包？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程
师张猛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首
先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百元以下
的拉杆箱慎重购买。此外，购买时
要注意箱面是否平整，提把是否有
韧性，拉杆是否顺滑，按键是否灵
活有效，走轮的灵活度及与箱体连
接部分的结实度等。

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29日开街
本报讯（吴文龙）记者日前从常州青果巷历

史文化街区开街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常州青果巷
历史文化街区将于4月29日起部分对外开放。

青果巷是常州市保存较为完整的一片历
史文化街区，街区沿古运河呈梳篦状展开，呈
现出“深宅大院毗邻，流水人家相映”的空间
格局和江南水乡传统民居的风貌特色，先后
走出百余名科举进士，孕育了唐荆川、瞿秋
白、周有光、赵元任、史良、刘国钧等诸多名
人，有着“江南名士第一巷”的美誉。街区内
有1处全国文保单位，4处省级文保单位，6处
市级文保单位，17处历史建筑，10多口遗存
古井，已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

扬州市民网购图书列全国前十名
本报讯（王槐艾）京东大数据日前发布

的2018年图书数据显示，扬州人网购图书同
比增长29%，列全国大中城市前十名。

数据显示，扬州地区人均购书最多的品
类集中在法律、军事、童书、文学、中小学教辅
类的书籍上。从用户画像数据来看，扬州男
性喜欢购买小说、励志与成功、历史等书籍，
而女性则喜欢购买童书、中小学教辅、小说等
书籍，看来男性更多还是倾向于自身的阅读
需求进行购买，而女性更多为孩子进行购买。

泗洪县温州商会举行成立大会
本报讯 (丁彬彬 李孝庭) 近日，泗洪县温

州商会举行一届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江
苏省浙江商会执行会长楼国海，江苏省浙江商
会秘书长姚岩清，江都浙江商会会长蒋志林以
及来自省内20多家浙江籍兄弟商会的代表到
会祝贺。大会选举产生了泗洪县温州商会第
一届理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成员，宿迁市华顺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裕选当选首任会长。
江苏省浙江商会执行会长楼国海与泗洪县委
常委、统战部长石俊杰共同为泗洪县温州商会
揭牌。泗洪县温州商会进行了现场扶贫捐赠。

句容旅游亮相苏州国际旅游展
本报讯（史巢凤）近日，2019苏州国际

旅游展开幕。展会期间，句容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的工作代表大力宣传福地句容的旅
游文化，其独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旅游产
品圈粉无数，展位前吸引了许多热情的上
海、苏州、无锡等地市民，他们纷纷表示一定
要去“仙境”一探究竟。此次活动使句容全
域旅游推荐在广度上进行了延伸，为句容旅
游培育市场新增长点、拓展客源市场、优化
客源结构奠定了基础。

方大喜科墨公司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汤先平）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学

习贯彻2019年全国两会精神，让广大干部员
工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全国两会精神的实
质和内容，方大喜科墨公司近日组织干部员
工观看全国人大代表温菲同志宣讲全国两
会精神现场报告会。

会后，该公司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习贯
彻，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
用，带头学、带头讲、带头用，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尤其是涉及民营经济、减税降费、绿色
发展等方面的政策，要分析好、研究好、运用
好；“哈下腰”做事，为生产经营解难题谋发
展，推动全国两会精神和方大集团年会精神
落地生根，全面完成2019年各项经营目标，以
更加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遗失启事
●遗失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汝明月毕业证，证

书编号：133401201406002600，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广顺彩印厂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南京鑫桥市场尤爱足服饰经营部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一 份 ，税 号 ：苏 国 税 宁 字
33262119580816797Y号，声明作废。

●崔木瑶遗失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 1 份 ，发 票 代 码:232021500100 发, 票 号:
13397957,声明作废。

●张伟，身份证号32098119870815547X，编
号Q4，行车证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无锡奔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于2019年4

月25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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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玲。联
系电话：18051514861。地址：无锡市崇安区学前
东路789-8098。邮编：214013。无锡奔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4月25日

一季度我省省级产品合格率与去年持平
旅行箱包近半不合格 百元以下产品慎买

本报讯（王海东 徐黎明）近年来，响水
县妇计中心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实妇幼健
康工作方针，有效提升了全县妇幼健康工作
整体水平。一是落实政策，制定相关工作目
标任务和考核标准，有力推进了此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二是强化培训，认真履行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职能，积极组织开展基层妇幼专
职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升从业人员整体
业务水平。三是加强督导，实行每月定期深
入各基层医疗单位进行妇幼健康工作督导
制度，每季度进行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成效。

响水县妇计中心多举措促提妇幼健康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宋爱军 记
者 鲍晶）近日，省委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
知，启动首届“江苏最美退役军
人”推选活动。

本次推选活动将评出“江苏
最美退役军人”10名，提名奖20
名。推选突出退役军人特点，兼
顾不同身份退役军人，设立5个
类型奖项。敬业奉献奖，侧重于
推选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成绩
突出的退役军人；创业有成奖，
侧重于推选自谋职业、自主创
业、事业有成的退役军人；热心
公益奖，侧重于推选服务社会、
奉献爱心，关心国防、拥军优属

方面事迹突出的退役军人；见义
勇为奖，侧重于推选英勇顽强、
临危不惧、扶危济弱方面事迹突
出的退役军人；自强不息奖，侧
重于推选身残志坚、发愤图强、
超越自我的退役军人。推选对
象范围为户籍在江苏省的退役
军人。

此次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活动的
具体组织实施。推选活动鼓励广
大群众推荐身边的优秀退役军
人，具体推荐途径可登陆江苏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http://
tyjrswt.jiangsu.gov.cn）或微信
公众号查看。

本报讯（税宣）“减税降费
挺好，咨询热线挺好，政策宣传挺
好，零距离服务挺好，新税务各方
面都挺好！”近日，太仓税务局举
办“政协委员进税务”活动，来自
社会各界的23名政协委员走进
新税务感受新税貌，羽田电子科
技（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翀如
是说。

4月是今年首个大征期，也
是增值税新税率优惠集中兑现
期，政协委员们首先调研了办税
服务厅和特服号工作情况。“太仓
4月份累计开出了10余万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第一时间
拿到了增值税降率的大红包。”太
仓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介
绍。政协委员们先后参观了减税
降费专窗、24小时自助办税区、
自助开票区等区域，“现在有了这
些智能化的办税设备，税务部门
是贴心服务零距离，我们是无事
不登税务局啊！”太仓富豪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曙光的俏皮话逗
乐了在场的委员们。据悉，为了
让纳税人少跑马路，太仓市税务
局大力推行发票“网上批、快递
送、不见面”服务，今年以来，通过
EMS免费为全市纳税人配送发
票220余万份。

太仓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洪斌向政协委员汇报了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情况和近期重
点工作，特别就减税降费和社保
费征管职责划转等社会各界普遍
关注关心的事项进行了详细介
绍。据悉，今年一季度，太仓市税
务局累计兑现税收优惠14.7亿

元，占直接收入比重的22.8%，其
中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减
负1.1亿元，打响了减税降费的

“当头炮”，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
所得”累计同比减征43.9%，自去
年10月1日以来新政实施以来，
连续6个月大幅下降。

在征集意见环节，政协委员
们踊跃建言，既有“税务部门的
贴心服务，让太仓这座最具幸福
感城市更加幸福”、“为税务部门
办税新速度点赞”这样的肯定，
也有“社保费降率后基数如何调
整？”、“企业社保费如何征收？”
这些疑问，还有“税收宣传力度
还需要加大”、“对企业精准服务
质效还需要提高”这些中肯的建
议。苏州华美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振勇表示：“我们带
着100多人的团队落户太仓不
久，其中大部分的研究生以上学
历的高级研发人才，去年10月
恰巧遇上了个税新政，我们直接
把‘减税’变成了‘加薪’，这种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能够让人才留
得住，发展好！”

“减税降费四个字，是落在税
务部门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从政
策发布到基层落地，其实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税务部门要始终聚
焦服务两个字，让全社会有更多
获得感和幸福感。”太仓市政协主
席邱震德在讲话中强调，“今天我
们感受到了新税务的新风貌，我
们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希望
大家能够更加理解税务，支持改
革，大家携起手，一起创造更加优
质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顾燕 记者
吴文龙）近日，记者从常州市公
安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净网
2019”专项行动全面展开。在

“净网2018”专项行动中，常州市
钟楼公安分局于去年10月成功
侦破“4·20”跨国网络开设赌场
案，在境外菲律宾马尼拉市和境
内22省82市同步进行收网，先
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名，摧毁
一特大跨国网络赌博犯罪团伙。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了解，去年4月，钟楼公安
分局接省厅网安总队转发线索，

发现“天地棋牌”赌博网站吸引中
国大陆公民参赌。该网站在国内
有代理账号近1.5万个，玩家账号
多达95万个，涉案金额3.6亿，由
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赌博公司开
设。去年10月，专案指挥部发布
行动指令，境外行动组，境内抓捕
组、资金查冻组按照指挥部的预
定方案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
前后共刑拘67人。

2019年3月，“4·20”跨国网
络开设赌场案被公安部网安局评
选为全国“净网2018”十大典型
案例。

常州公安侦破“4·20”
跨国网络开设赌场案

寻找“当过兵的人” 致敬最美的你

首届“江苏最美退役军人”推选活动启动

政协委员点赞新税务 减税降费“都挺好”

近期，江苏省税务系统共青团组织通过开展“让青春在减税降费主战场上闪光”等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引
导广大青年人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力量，打赢打好落实减税降费攻坚战，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为4月28日，87岁的渡江战役老战士徐法全应邀走进主题团日，在长江岸边为青年人讲述战争往事，用爱
国奉献精神点燃新时代奋斗热情。 孙军 叶华应 摄

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