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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镇
江市长江乳业有限公司申请，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裁定受理镇江商
业大厦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指定镇江商业大厦清
算组为镇江商业大厦管理人。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在法制日报刊登公告，要
求镇江商业大厦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镇江商业大
厦管理人(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
市正东路 37 号尚友大厦八楼；邮
政编码：212003；联系人：潘建国

律师 18952801192)申报债权。镇
江商业大厦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同时，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3 日 9:30 在
该院第十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现管理人再次提请镇江商
业大厦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已
申报债权的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特此公告
镇江商业大厦管理人
二○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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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市民用‘福码’消
费，可以不断累积自己的个人
信用分，分值高的可享受信用
免押金和优惠折扣等便利，真
正实现了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诚信让城市更便利。”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 6月 10日
在福州举行的2018年中国城市
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说。

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
好”，必须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俗话说，诚信是金。加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让诚信
的无形价值变成有形价值，让
守信有用、让守信有感。

为让守信者受益，国家有
关部门针对A级纳税人、优秀青
年志愿者、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安全生产企业等 8个领域签署
了守信联合激励备忘录。通过

为守信者建立行政审批“绿色
通道”，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
利，优化行政监管安排，降低市
场交易成本等，让“守信者处处
受益”。本次论坛的一项重大
的举措，就是启动“信易贷”“信
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
批”等“信易+”系列，拓展社会
化、市场化守信激励措施。未
来，越守信的企业和个人，贷
款、租赁、出行、旅游和审批就
越容易。

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
好”，必须让失信者处处受限

长期以来，不守信用、不讲
诚信的现象屡见不鲜，影响了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扰乱了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归根结
底，是因为失信者没有受到足
够的惩戒，失信成本太低。

为增加失信成本，国家有
关部门针对税收征管、工商监
管、上市公司、法院执行、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29个领
域签署了失信联合惩戒备忘
录，对失信者依法实施限制购
买机票和高铁动车票，限制担
任企业负责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等 90 多条限制措
施，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领
域的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
好”，必须让城市先行先试

当前，城市信用建设由发
挥“以点带面”作用，逐步成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亮丽的风
景线。去年底，杭州、南京、厦

门、成都、苏州、宿迁、惠州、温
州、威海、潍坊、义乌、荣成成为
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
市。这些城市的信用建设经
验，特别是在守信激励方面的
创新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在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
好”方面，城市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越条件和先行先试的先
发优势。目前，部分城市已推
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个人信用
分和市民诚信卡，守信者可享
受乘坐公交地铁优惠，享受信
贷服务“绿色通道”待遇，享受
先诊疗后付费服务，享受参观
文博场馆费用减免，享受图书
借阅免押金服务，享受公益奖
励和社会福利等。守信的市
民在城市中享受到更多的便
利，守信激励正成为城市新的
亮丽名片。

据新华社福州6月10日电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

诚信让城市更便利
信用让生活更美好

津巴布韦对我游客
实施落地签

据新华社哈拉雷6月9日电 津
巴布韦内政与文化部长奥伯特·姆波
富7日宣布，从7月1日起，赴津中国游
客和商务人士将可享受落地签政策。

姆波富当天在出席中国驻津巴
布韦大使馆举行的活动时说，经两国
政府协商，津巴布韦政府决定从下月
起，短期访津的中国人可在抵津时申
请落地签，不必事先申请签证。

中国赴津长期工作、求学、移民
的人士仍需要提前办理签证。

津巴布韦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包
括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
布、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的古代
建筑大津巴布韦遗址等。

九寨沟景区调整
游览时间和线路
暂不接待散客

据新华社成都6月10日电 从10
日起，旅行社及游客进入四川九寨沟
景区的游览时间和线路发生调整。这
是记者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旅游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获得的消息。

根据阿坝州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游客入园时间从
原来的8时至11时调整为7时至10时，
以确保游客游览时长和增加施工有效
时间。游览线路方面，原沟口经诺日朗
至长海游览线路调整为沟口经诺日朗
至五花海。调整后的开放区域为：沟口
经诺日朗至五花海、扎如沟的扎如寺。
扎如寺、双龙海瀑布、树正群海、诺日朗
瀑布、镜海、珍珠滩及珍珠滩瀑布、五花
海等景观原则上为步行游览区。

阿坝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九寨沟景区灾后保护与恢复
项目施工陆续启动，为确保游览安全，提
升游览舒适度，保障项目施工进度，因此
对景区游览时间、线路进行调整。

记者还了解到，九寨沟景区暂不
接待散客。景区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
织的团队游客，且旅行社必须为游客
购买意外保险。

全国已有32.6万余人
获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
10日从民政部获悉，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自 2008年起实施
以来，已有 32.6万余人通过考试取
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据介绍，这些专业人才分布于
社区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公
益慈善、防灾减灾、心理健康、矫治
帮教、职工帮扶、青少年事务等多个
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
领域，在促进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引领社会向上向
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9日至10日，2018年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在各地举行。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 10 日到
北京考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
校考点巡考时介绍，2018年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总人数
为 42.45万人，增长率达 27.6%。其
中，报考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为浙
江、广东、江苏。

南京海关查获百余头
剧毒棕色“寡妇蛛”

据新华社南京6月10日电 南
京海关 10日通报,工作人员近期在
对来江苏南通进行年修的中国香港
籍国际航行船舶进行监管时,查获
百余头剧毒棕色“寡妇蛛”。

经实验室鉴定,此次发现的棕
色“寡妇蛛”中,不仅有常见的雌蛛
和卵袋,还有较为罕见的雄蛛,一旦
传入国内存在较大定殖风险。

棕色“寡妇蛛”主要分布在非洲
等热带地区,因其雌蛛腹部具有鲜
红色沙漏型图案而得名,体内可分
泌剧毒的神经性毒液,任何动物一
旦被其咬伤,会出现肌肉甚至神经
系统的剧烈疼痛,严重情况下可在
数小时内死亡,危害极大。

目前,本次事件后续检疫除害
处理已全部完成。

镇江供电公司6月12日
停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范围
9：00-15：00 10kV米山1Y12线

1Y1241 开 关 以 下 至 1801Y12 开 关 ；
10kV 石马湾 183 线 18302 开关以下至
18303开关至 18341开关至 18321开关
1Y12线：技师学院1号箱变、党校宿舍、
米山人家电房、镇江华鹏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镇江市路灯管理处、镇江立达纤
维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共镇江市委党
校、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镇江市水业
总公司、江苏三瑞纸业有限公司、象山
红旗三组、象山红旗周家庄、象山红旗
二组、象山红旗一组、镇江技师学院、雅
润房地产 183线：米山人家 5号箱变、
米山人家3号箱变、米山人家4号箱变、
兴隆花苑（二）、米山人家2号箱变、米山
人家 1号箱变、镇江市城市干道工程建
设办公室、镇江东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象山松村路网点

9：00- 14：00 20kV 万机 2G10
线 ；10kV 康 太 231 线,至 133231 开 关
2G10线：万众机械 231线：镇江市东

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镇江宏联电工有
限公司、镇江正军电器有限公司 2#变、
镇江丹徒阳光轴承有限公司、镇江华地
光电照明有限公司、镇江新丝路机械有
限公司、镇江正军电器有限公司 1#变、
高桥乾德乾西、高桥康太、高桥康太河
岸南、高桥集镇、高桥康太康宜、高桥四
方桥周家庄北、高桥乾德粮库、高桥康
太五号圩东、高桥康太双涵、高桥乾德、
高桥康太东北、高桥康太三套、高桥康
太康宜西、集镇怡景南配变、高桥集镇
怡景北配变、高桥康太康宜南、高桥康
太河岸、高桥乾德宏扬

6 月 10
日，船舶有序
通过三峡五

级船闸。当日上午8
时，三峡水库坝前水
位消落至145.34米，
逼近145米防洪限制
水位，释放防洪库容
近220亿立方米。这
标志着三峡水库2018
年腾库防汛工作基本
完成，进入汛期调度
阶段。 新华社发

人工智能
将进入高中课堂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人
工智能即将进入高中课堂。近日，我
国第一本面向中学生的AI教材——

《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
据了解，该教材是华东师范大

学慕课中心和商汤科技合作，联合
全国多所知名中学教师共同编写，
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并备案。
目前，全国已有 40所学校引入该教
材作为选修课或校本课程，成为首
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学校”。

“与其他教材不同，该教材以‘手
脑结合’为主要学习方式，不仅关注
对人工智能原理的介绍，更加重视这
些原理在生活中的运用。”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玉琨介绍
说，“作为教材的编者，我们特别希望
学生能发挥独特的想象力，设计一些
在高中阶段有可能完成的项目，并动
手将其转化为独具特色的作品。”

记者看到，该教材共分 9 个章
节，以基础普及性的知识为主，分别
介绍了图片识别、声音识别、视频识
别、计算机写作和深度学习等人工
智能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每一
页都配有彩色图表，并引入了大量
科普内容和实例。

北京八达岭长城进入旅游旺季
6月10日，游客在北京延庆区八达

岭长城游览。连日来，位于北京市延庆
区的八达岭长城进入旅游旺季，日均接
待国内外游客超过2万人次。 新华社发

三峡水库

水位消落至约145米
腾库防汛工作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