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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苏宫新 实习生 王伊喆
记者 万森)“广大群众提供的违法犯罪线
索，都将逐一核查，对举报有功人员，将给予
表彰奖励；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将予以重
奖。”昨日上午，省公安厅会同南京市公安局
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中心现场，集
中销毁去年以来收缴的非法枪支5817支、
管制器具1.5万件，以及一批子弹、爆炸物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尚建荣表
示，全省公安机关同步销毁非法枪爆物品的
行动，进一步表明公安机关铲除枪爆祸患的
坚定决心。通过深入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
严重危害，凝聚打击整治的强大社会力量，

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和治安秩序，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庆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介绍，今年以来，江苏公安机关在省
委、省政府、公安部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
方的有力支持下，坚持缉枪、治爆、净网三条
战线同步发力，强化网下向网上进攻、立足
省内向省外拓展，持续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收缴了一批各类非法枪
支、管制刀具，以及一批散失社会的爆炸物
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行动中，江苏公安机关坚持以打开路、
重拳出击，以摧毁非法制贩枪爆网络、抓捕
重点嫌疑人、追缴非法枪爆物品为主攻方
向，集中资源打合成战、集群战，确保打准、

打深、打狠。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方位搜
集涉枪涉爆线索，强化串并分析、深挖扩线、
经营收网，向枪爆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共查
破涉枪涉爆案件19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364名，打掉制贩枪爆团伙11个，捣毁枪
爆犯罪窝点16处。

江苏公安机关始终坚持网下网上联动，
在行动中不间断开展网上违法信息专项巡
查处置，对互联网服务单位加强执法检查，
及时发现、通报、处置涉枪涉爆有害信息，依
法严厉查处涉及枪爆有害信息的网站、平台
和群组。今年以来，依法查处各类网络服务
提供者2731家（次），其中对突出问题挂牌
整治39批次、责令限期整改952家次，责令

暂停业务或停机整顿98家次；行政拘留83
人，警告2424家（人）次。

据了解，这些非法枪支、刀具被集中放
置到废钢料斗后，倒入转炉，经1000多度的
高温熔化销毁，最终练成钢铁。江苏警方表
示，对枪爆违法犯罪将始终保持“零容忍”，
坚决严打严管严防严控。警方呼吁广大群
众坚决与枪爆违法犯罪作斗争。凡是群众
提供的违法犯罪线索，都将逐一核查，依法
从严处理。对举报有功人员，将给予表彰奖
励；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将予以重奖。同
时，正告涉及枪爆违法犯罪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丢掉幻想、悬崖勒马，主动到公安机关说
明情况，并彻底交出非法枪爆物品。

销枪爆 除祸患 保大庆 护民安

江苏警方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

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昨天
上午，南京还感受到“利奇马”的
一丝余威，到了中午这个号称今
年以来最大的台风已经彻底偃
旗息鼓，淡出江苏。江苏气象表
示，目前尚处末伏，本周天气以
晴好为主，偶有阵雨，气温逐渐
回升，到了后半周全省气温又将
上升至35度左右。

上周末，利奇马到底给我省
带来多大的影响？江苏气象表
示，周六我省普降暴雨到大暴
雨，局地特大暴雨。中东部地区
伴有7级以上偏东大风，太湖及

沿海海面10到12级；周日强降
水转移至淮北地区，徐州和连云
港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东
海、灌云等 16 个县（区、市）的
181个乡镇（街道）12小时降水达
到25毫米以上，其中71个乡镇
（街道）降水达50毫米以上，10
个乡镇（街道）降水达到100毫米
以上；东海县曲阳乡12小时降雨
达到了137.8毫米。

除了雨还有风，淮北地区有
63个县（区、市）的 275 个乡镇
（街道）极大风达到8级以上，其
中10级以上大风的有20个，其

中连云港雷达站最大风力达到
11级。

利奇马带来的还有水位上
涨。江苏省水利厅的水文资料
显示，昨天，南京、无锡、连云港、
盐城、徐州5市部分河湖水库超
警戒水位和汛线水位，其中沂沭
泗地区抗洪形势严峻，新沂河洪
水预警升级到黄色预警，水利部
门正全力应对。

利奇马的远离也让江苏气
象台解除了台风黄色预警信
号，江苏气象表示，今天至周
四，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淮北
地区偶有阵雨，周五至周日，副
热带高压回归，晴好天气再度
来临，气温将迅速上升，全省大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 35
度左右。

“利奇马”远离

本周我省高温重现

本报讯（记者 朱波）近日，南
京2019“为爱西行·播洒书香”大
型公益助学活动暨第四届“书香
飘满长征路”全媒体行动启动。
活动面向全网和全社会发出爱心
征集令，共同为西部地区希望小
学捐赠爱心图书和爱心物资。

公益助学活动主要面向南京
对口帮扶地区和长征路沿线的希望
小学捐建爱心图书馆，同时开展形
式多样的公益助学活动。活动从

2016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三
年，累计为江西、湖南、湖北、贵州、
四川、陕西等地的希望小学捐赠了
5万余册爱心图书，捐建了20多个
爱心图书馆，募集价值10多万元的
爱心物资，惠及数万名孩子。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南京市委
员会、南京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
方指挥组、南京日报社共同主办，江
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励志阳光助
学基金、鼓楼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南京心汇心公益基金会等单位共同
承办。活动将结合南京对口支援地
区的学校和长征沿线希望小学的实
际需求，线上线下融合开展，重点从

“爱心助读、科技助力、捐资扶贫、文
化扶志”四个方面开展公益助学活
动。包括征集爱心图书、募集爱心
物资、搭建网络公益支教课堂云平
台、组建全媒体行动组前往新疆伊
宁和甘肃平凉的希望小学和中学开
展公益助学活动。

南京举行“书香飘满长征路”全媒体行动

遗失启事
●宿迁云之水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王璐遗失教师资格
证 ， 证 号 ：
20163231642000327，声明
作废。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
发区黎媚女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正 本 编 号 ：
320506000201807110159，
遗失登报。

●遗失无锡日鑫房产经
纪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
用）。

“2019最美小学教师”评选揭晓
本报讯（鲍晶）“感动江苏教育人物——

2019最美小学教师”评选结果揭晓，最终确定
无锡市羊尖镇严家桥小学万正北等10位“感
动江苏教育人物——2019最美小学教师”以
及睢宁县李集镇中心小学王鸿等10位提名
奖获得者。

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设区市教育
局高度重视，共推选111名优秀教师参评，经
过初评、复评，遴选出20名教师进入终评，并
对终评结果在网络上进行了公示。据悉，“感
动江苏教育人物——2019最美小学教师”颁
奖典礼将于今年教师节前夕举办，对获奖教
师和优秀组织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

高邮：4000危房户圆了“安居梦”
本报讯（王槐艾）前不久，高邮市三垛镇

又有16个低保户、特困户和残疾户家庭，在
政府资助下盖起了新房，圆了多年的“安居
梦”。目前，全市已完成危房户改造近4000
户，成为我省此项工作唯一获得国务院督查
激励的县（市）。

近年来，高邮市按照扶贫攻坚“两不愁一
保障”的要求，采取政府托底、集体资助、个人
为主的原则，强攻危房改造这块“硬骨头”。
为确保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他们严格按照

“户主申请、村委会和调查小组调查核实、村
民小组会议民主评议、村民委员会张榜公示、
镇政府审核申报、市危房改造办公室审定”程
序审慎推进。

高邮市委书记勾凤诚多次要求，危房户
改造要精心设计，质量为先，确保住房安全与
舒适宜居。为此，该市各级政府落实危房改
造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改造一
栋、安全一栋，改造一户、安全一户”；坚持“先
规划、后建设”，通过完善镇村规划和开展村
庄环境整治，整合资源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点面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改变农村面貌。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效改善村居环境近30万
平方米。同时，统一建房设计式样、施工标准
和质量要求，编制了经济、美观、适用的4套
标准民居样式图集供改造户选择。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把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作为地勘
单位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工
作“再突破”的政治引领放在突出位置，加快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推进事企分离运行，推
进地勘单位改革不断深入。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如何充分发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独特
优势，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聚集起来，把
职工动员起来，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用改革
发展成果检验党建工作成效，引领推动单位
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地勘单位党组织探
索和实践的课题。结合实践，对树立“四种
思维”，聚焦“四个坚持”，加强和创新基层党
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实效谈几点认识。

树立“四种思维”，增强专业创造
力，凝聚守正创新力量

一是树立引领思维。党的坚强领导是
地勘单位的发展之魂，是党建引领的关键所
在。要着眼于“一个引领、三个变革”要求，
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上强化引
领，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队伍
战斗力、发展推动力、作风保障力、文化驱动
力。要在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上强化引领，坚
持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
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凝聚班子合力，不
搞“家长制”，不搞“一言堂”。要在落实“一
岗双责”上强化引领，将组织资源转化为发
展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组织活
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双
提升。

二是树立专业思维。党建思想政治工
作是一门专业，要像抓安全生产、优质服务、
工程建设一样加强专业管理。树立专业思
维，首先要强化责任意识，建立责任清单，抓
好责任考核，做到人人有责、共同担责、积极
履责；关键要强化制度的贯彻执行，既要抓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标准全业务、全流程
覆盖，又要督促党务宣传干部多学制度、多
问制度、多用制度，形成按章办事的思维习
惯，决不能“凭经验”“拍脑袋”；重点要强化
质量意识，切实提高谋划工作的质量、推进
工作落实的质量，不断提升政治学习的质
量、主题党日活动质量、支部工作质量、意识
形态管控质量。

三是树立品牌思维。品牌是影响力的
体现、是价值的保证、是形象的传递。江苏
省有色金属华东地勘局明确“十三五”要全
面扩大“华东有色”品牌，推动品牌价值影响
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建设
好、旗帜鲜明维护好“华东有色”品牌。要树
立全员品牌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
觉维护单位品牌形象，主动宣讲品牌故事，
形成“人人传播品牌、人人维护品牌、人人塑
造品牌”的浓厚氛围。要突出党建品牌打
造，在长期性培育、项目化管理、立体化宣传
上下力气，在提升站位的高度、内涵的深度、
外延的广度上下功夫，力争把“党建绩效管
理”“党建+”、共产党员服务队等建设成为地
勘行业领先的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更好
地服务中心大局。

四是树立互联网思维。随着信息化的
不断发展，党建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更加复
杂，广大职工的思维更加活跃。要更加精准
高效地开展党建宣传工作，必须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探索分析党建宣传规律、创新党
建宣传工作方法，让工作更加高效、更接地
气。要运用大数据，做好媒体融合发展大文
章，构建新型宣传平台，推动宣传体系转型
升级。要探索党建信息化的深化应用，推进

党建数据的融合共享、党组织资源整合、党
建数据的分析诊断，不断提升互联网在党建
工作中的应用深度、广度和准确度。

聚焦“四个坚持”，增强发展推动
力，迸发党建引领强大势能

一是坚持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习
近平总书记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抓好党建是
最大政绩”“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
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等要求，党组织作为
管党治党的主体，进一步强化主责、主业、主
角意识，把党建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任
务落实到“基层细胞”。各级党组织书记作
为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要强化种好党建

“责任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要了然于胸，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
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
况亲自督查，抓好检查考核、责任追究，不做

“二传手”，不当“甩手掌柜”，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二是坚持重实干实效实绩标准。重实干
实效实绩，是党的十九大总结实践经验、顺应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的重大课题。要
做到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做“留痕无绩”
的事、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不解决问题
的文，主动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生产一线党
支部减负，推动党建宣传工作更实、更好、更
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重点要看党的组织是否坚强、党
员作用发挥是否充分、主流价值是否广泛认
同、职工队伍是否团结向上、群众评判是否优
良。党员干部一定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执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建功必定

有我”的担当，多做打基础、管根本、利长远的
为民之事，多做重实际、出实招、求实效的务
实之活。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紧
紧抓住重点、难点、痛点，在实干中解决问题、
实现目标、创造业绩。

三是坚持抓基础抓支部。党建工作的
根基在基层、重心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如
何有效把基层支部活力激发出来、把党员组
织起来，是一个重要课题。必须坚持党的一
切工作到支部的导向，严格落实《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把党建工作重心
前移到部门、工程项目工地等基层党支部上
来，加大支撑力度，加强指导和督促，坚持不
懈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深化基本组织、基本
队伍、基本制度建设。落实“四同步四对接”
要求，进一步推动“支部建在工程”上，实现
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党员教育管理全覆盖，
做到力量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推动支
部工作全面强起来，让党的旗帜在每个基层
阵地高高飘扬。

四是坚持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生产
经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服务生产
经营不偏离，以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
工作和战斗力。只有推动党建思想政治工
作与中心工作同向聚合、相融并进，才能确
保党的建设阵地坚如磐石、创新源泉充分涌
流、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落地见效。必须聚焦
中心工作，找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接
点、着力点，搭建并使用好“党建+”工程、主
题传播等一系列党建宣传服务生产经营的
载体、平台，最大限度激发党建引领力，全力
推动地矿经济转型发展。（作者单位：江苏省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

突出“四种思维”，聚焦“四个坚持”
——提升党建工作实效之我见

王 宁

宿迁多举措推进惠民便民文化
和旅游等公共服务

本报讯 (丁彬彬) 为增强群众文化获得
感，今年以来，宿迁市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公
共服务工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和旅游权
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进一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利用国
家开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加
强公共文化场馆软硬件建设，推动市、县区公
共文化场馆全部上等级；推动村居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开展农村文化大院、农村文化广场建设，打通
文化惠民便民“最后一公里”。

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在市区19处
公园广场推进朗读亭、唱吧、小型群艺舞台等
小型文化设施建设；推进“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城市书房”建设，为广大市民免费享受文
化服务提供便捷通道，目前市区已建成6家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持续三年开展惠民演
出、书法绘画摄影展，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和
幸福感。

扎实推进旅游惠民便民。推进旅游厕
所和景区母婴室建设，提高旅游景区的文明
程度和人性化服务水平；推出旅游年卡和特
定群体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市民购卡后一
年内可不限次游览市内8个4A级景区，并
可按5折或7折票面价格购买其他8个景区
的门票。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天奇 记者
丁彬彬)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
特点，今年以来，泗洪县劳动监察大
队出实招打通堵点，谋划了贯穿全
年的“春季行动”“冬病夏治”和“年
底攻坚”三大专项行动。“春季行
动”期间，全县排查在建工程项目
73处，张贴农民工维权告知牌108
块，网络年审用人单位480余家，公
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1起，将1
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依法列入

“黑名单”，为1288名农民工解决欠
薪2200余万元。

此次“冬病夏治”专项行动，以
政府投资工程和发生过拖欠工资问
题的企业为摸排重点，对工资保证
金、实名制管理、银行代发工资、按
月足额发放等制度的落实情况，进

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对发现的
欠薪问题实行台账管理、领导包案，
明确责任单位和解决时限，解决一
件、销号一件。对拒不改正的，按照
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布，符合列入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应列尽列”

“出现一起，列入一起”。对拒不支付
工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部门
立案处理。在“冬病夏治”专项行动
中，该大队创新检查和监管手段，依
托省市治欠保支联合指挥平台，县乡
同步联动，对全县专项行动中发现的
问题和突发案件，实行联动应急治
理。同时，开通网络投诉渠道，让拖
欠农民工工资文件投诉维权更加便
利、快捷，真正实现“检查全覆盖、监
管无死角”，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筑起一道坚实的“防风墙”。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8月22日下午15:30在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1楼会议室公开拍卖“江苏集群科技有限公司等57户不良债权”

标的。该标的截至2019年5月24日债权本金人民币106,671.12万元，相应的利息、罚息、费用等以协议约定及生效判决为准。明细如下：

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竞买需提
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需提供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25%表决权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法人代表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意向竞买者须办理保证金缴纳手续，拍卖保
证金500万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美元，保证金缴纳、登记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上午11时，
以款实际到达委托人户账户（人民币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开户行：工行南京和平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美元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南京和平支行；账号：4301015929814206151）或拍
卖人账户（户名：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账号:
4301024309100118027）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
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竞拍者的保证金、意向金等转为履约保证金，可冲抵债权转让价款。拍卖成交
后7日内需签定债权转让协议，拍卖成交后120天内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公司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81号一楼
咨询电话：025-83477092 13505141430

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万元）

1 江苏集群科技有限公司 3,791.03

2 南京鑫昶久贸易有限公司 2,970.35

3 溧阳恒胜燃料有限公司 1,900.00

4 江苏润宇商贸有限公司 3,500.00

5 南京高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961.54

6 丹阳市活力饰件有限公司 2,400.00

7 江苏泽苑实业有限公司 1,085.86

8 江苏华驰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

9 江苏绿地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370.65

10 江苏铭洋机电有限公司 1,000.00

11 江苏欧兰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86.08

12 丹阳市江南面粉有限公司 2,450.00

13 丹阳市晶泰玻璃有限公司 1,650.00

14 江苏来加来健身有限公司 800.00

15 江苏来加来传媒有限公司 1,500.00

16 南京百福珠宝有限公司 131.71

17 常州涵源新印花有限公司 264.92

18 江苏百成大达物流有限公司 2,998.83

19 南通富尔杰实业有限公司 7,000.00

20 江苏云海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6.27

21 江苏坤风纺织品有限公司 101.84

22 江苏永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800.00

23 江苏鼎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693.80

24 江苏通用药业有限公司 2,000.00

25 常州市宋氏钢管有限公司 2,000.00

26 江苏中友精密制管有限公司 2,000.00

27 常州江南孔雀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

28 常州市中鼎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1,975.00

29 常州市润洋钢管有限公司 1,999.95

30 南通杰安特贸易有限公司 1,969.54

31 南京百爵珠宝有限公司 609.62

32 金坛市茂润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

33 常州市金坛区汇泽商贸有限公司 1,499.99

34 常州市富迪纺织有限公司 500.00

35 常州创成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625.61

36 溧阳华宝机械有限公司 1,188.00

37 江苏齐仁实业有限公司 4,900.00

38 江苏鑫盛矿业有限公司 1,199.90

39 溧阳市九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00.00

40 溧阳市宏凯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41 江苏天目湖山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42 苏州世德堂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425.00

43 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4,970.85

44 扬州润扬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6,500.00

45 扬州市金中汽配有限公司 3,100.00

46 江苏锐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1,700.00

47 江苏瑞成服饰有限公司 490.00

48 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

49 南通金桥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

50 南通通北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

51 南通启秀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 2,549.68

52 常熟市中宏万联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53 常熟市中宏新农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1,974.87

54 无锡智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40.13

55 无锡沪申钢铁有限公司 1,495.00

56 苏州嘉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5.36

57 江苏中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979.73

合计 106,671.12

本公司受委托，将于2019年8月22日上午9时在中拍协
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苏K98598、苏K99196、苏K93597帕萨特
轿车三辆，公务用车。

二、预展时间和地点：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1
日预约至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8月21日17
时止。

四、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1、竞买登记时间：自公告刊
登之日起至2019年8月21日17时止，（工作时间内，节假日除
外），过期不予办理。扬州市邗江北路30号。
2、将每辆车拍卖保证金1万元汇入本公司指定账户（账户名
称：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扬州雍华府支
行，账号：1108 0208 1910 0007 201，并注明“拍卖保证金”），
汇款形式以款项到账为准；本票形式以交至公司财务部门为
准。3、报名截止前在网络拍卖平台完成注册，申请参加拍卖
会。逾期无法取得竞买资格。

五、联系方式：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北路30号
联系电话：025-85550116 15952742653 徐

13913368272夏
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车辆拍卖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简彤 记者 赵叶舟）记者从省财政厅预算处了
解到，为增强市县财政自我保障能力，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近日省财政下达2019年第一批市县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50亿元。补助资金由市县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优先用于“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以及补短板强弱项等支出，加大对基层财政
的支持力度。

省财政同时要求市县财政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全面落实
“三保”工作的主体责任：一是要严格预算安排顺序，坚持“三保”支出在
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坚持省最低保障标准的“三保”支出在“三保”支
出中的优先顺序；二是要多渠道落实“三保”支出资金需要，通过调整其
他支出预算、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统筹各类结转结余资
金、盘活变现政府存量资产资源等方式保障“三保”支出的资金需要；三
是要提高市县自我保障能力，一方面加快市县经济发展，壮大财源基础，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
求，严格控制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切实减轻“三保”支出压力。

据了解，省财政年终将根据各地实际财力水平和“三保”工作落
实情况，对市县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进行结算。

增强市县基本财力保障能力

省财政预拨奖补资金50亿元

泗洪启动农民工工资支付“冬病夏治”专项行动

连 日 来 ，
无锡高新区企
业党员志愿者
们冒着高温天
气来到献血点
无 偿 献 血 ，奉
献 爱 心 ，以 缓
解当前季节性
缺血状况。

戚善成 摄

仪征化纤杯新闻摄影季赛仪征化纤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