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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市建设需要，需对长山灌
渠西侧地块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
移。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312国道以北，凤
凰山路以南，城建产业集团严庄352
亩地块以东，长山灌渠以西范围内
的全部坟墓。

二、迁坟时间：自 2018 年 7 月 5
日至2018年7月31日止。凡在规定
期限内无人认领的坟墓，一律视作
无主坟墓，统一进行深埋处理。

三、补偿手续：被迁移坟墓由镇
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严庄社区负责签
订补偿协议并按相关政策给予补
偿。

补偿手续办理地点:镇江高新
区蒋乔街道严庄社区居委会。

联系电话：15850446206 联系
人：余金文

特此公告。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办事处

2018年7月5日

迁坟公告

镇江德瑾电气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 日经镇江经济开发
区人民法院（2017）苏 1191民破申
6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其破产清算，
并依法指定镇江明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其管理人。

但管理人未能依法接收到德
瑾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希望
知情人士提供相关线索，管理人
愿意承担找回会计凭证及账簿发
生的相关费用（面谈）。

联 系 人 ：王 洋 ，0511-
85027039，镇江市长江路 35 号滨
江壹号521室（镇江德瑾电气有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邮 箱 ：
876394792@qq.com。

2018年7月2日

寻物启事
镇江龙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2 月 3 日经镇江市丹徒
区人民法院（2016）苏 1112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其破产清算，并
依法指定镇江明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其管理人。

但管理人未能依法接收到龙
翔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希望
知情人士提供相关线索，管理人愿
意承担找回会计凭证及账簿发生
的相关费用（面谈）。

联 系 人 ：王 洋 ，0511-
85027039，镇江市长江路 35 号滨
江壹号 521室（镇江龙翔投资发展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邮 箱 ：
876394792@qq.com。

2018年7月2日

寻物启事

公 告
镇江新区大路安置房二期项

目、二期二号地块项目、二期幼儿
园项目规划平面布局图和镇江恒
利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务中心
配电房定位图已经我局审查通过，
我局已于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2018

年7月13日在项目现场和市规划
局网站（http://www.zjsghj.gov.cn）
进行批前公示，详情可在网站首页

“批前公示”板块进行查询。
镇江市规划局新区分局

2018年7月5日
2018“完美演绎 歌我其谁”双沟珍宝坊群星演唱会将于7月7日在镇江

体育会展中心体育馆举行。在活动期间对体育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部分路段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8年7月7日17:00-24:00
二、管制区域及措施
1.团山路（檀山路口-枣林路口）

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由檀山路、南徐大道绕行；
2.枣林路（南徐大道路口-凤凰山路口）

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由檀山路、九华山路绕行；
3.龙脉山（九华山路口-檀山路口)

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由檀山路、凤凰山路、九华山路绕行。
特此通告。

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7月2日

交通管制通告

注销公告
瑞泰镇江城市发展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股东会于2018年6月1日决议解
散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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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雯,联系电话：13917796463,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6号
华 夏 银 行 大 厦 2203 室 邮 编 ：
200021。

瑞泰镇江城市发展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清算组 2018年7月4日

润州交警大队民警张苏家里，
这几天正忙于搬迁新居。有一样
倍受呵护的搬迁物品，在张苏心中
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大约50多条
洁白的哈达。

这些哈达，珍藏时间最长的已
达 14年之久，迄今色泽润亮，纤尘

不染；14年里，从驻藏部队到拉萨
地方公安，再到 5年前转岗镇江公
安，一路走来，这些哈达始终伴随
在张苏身边。岁月无声，青春有

“痕”：每条哈达的背后，都维系着
一段感人的爱心故事。

2004年12月，高中毕业生张苏
从徐州农村参军，成为驻藏部队的
一名战士，这一年他19岁。入伍没
多久，进入次年3月份，张苏不经意
间经历的“一件小事”，对他后来影
响很大。

时值当地天寒地冻，一天张苏
外出执行任务，途中遇到一位藏民
老奶奶因脚扭伤，无助地坐在路边
淌眼泪。见状，张苏立即背上老奶
奶，赶到五六公里外的部队医院进
行了救治，又护送她安全回家，当
看到老人家中很是贫困，临离开
时，张苏将身上仅有的 200元钱全
部留了下来——此时的他，每月津

贴只有150多元。
做 过 这 事 ，张 苏 没 放 心 上 。

但时隔一周之后的一天上午，张
苏刚走出部队大门，竟意外地看
到老奶奶带着儿子在门外等候
他。经了解，老奶奶已经连续 3天
每天在这个时间点前来蹲守。终
于等到好心人的老奶奶颤颤巍巍
走上前，为张苏戴上一条洁白的
哈达。这是张苏收获人生中的第
一条哈达。

敬献哈达是藏族人最高规格
的一种礼仪。老奶奶纯朴的感恩
之举，顿时深深触动一颗年轻的
心。时隔 10多年之后回忆当时这
一幕，张苏坦承，此次经历正是促
使他将做公益善事持续下去的原
点。从此，他不仅继续关爱老奶奶
家庭，更越来越多地资助帮扶部队
周边的贫困藏民。

2009年，张苏从部队考入西藏

警官高专。大学期间，一次赴拉萨
市堆龙德庆县进行政策宣讲的活
动中，张苏接触到一所条件极其简
陋、只有13名孩子与一名老师的农
牧民小学，不久，他就向该校捐赠
了价值千元的图书文具。

此后，2011 年大学毕业时，张
苏主动申请到堆龙德庆县工作，被
分配到该县最为偏僻的马乡派出
所。在平均海拔 4000多米的这个
辖区里，张苏遍访藏民家庭，随时
为他们扶危解困。高山雪地上留
下为爱跋涉的一串串脚印，与之同
时，张苏收获藏民们敬献的一条条
哈达……

2013年 7月 11日，这一天里的
一个场景令张苏终生难忘。被选
调回镇江公安系统工作的张苏，是
在这一天出发。背着行囊的张苏
刚走出派出所大门，眼前竟是一群
闻讯赶来的当地藏民，他们就默默

地站在那儿，只用留念的目光为张
苏送行。其中，一位老人牵着五六
岁的孙子从墙角走过来，用不流利
的汉语说：“张警官，你给我们家孩
子送过鞋，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
你……”说完，他给张苏戴上一条
哈达。

面对此情此景，张苏忍不住落
下了眼泪。作为“最好的送别礼
物”，老人献上的这条哈达，是张苏
在藏从军与工作期间收到的最后
一条哈达，也是张苏装进行囊的最
后一件物品。他的行囊里不止一
条哈达。这些年里张苏收到的哈
达不计其数，并一直都保存着，张
苏告记者：“离开时我从中挑选了
50多条带走，作为纪念。”

带到镇江的这50多条哈达，对
张苏而言，不仅是纪念，更是激
励。回镇江 5年来，张苏遥跨两地
的爱心付出，从未止步。

条条哈达，见证藏民之爱
——交警张苏跨越西藏镇江的爱心故事之一

本报记者 王景曙 通讯员 孟宪阳 朱思丞

泳池水质检测 确保市民安全
昨天，京口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的东吴游泳馆、金吉鸟健身俱乐部等10家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情

况、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设施运转情况等进行检查。同时，京口区卫生监督所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游泳场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细菌总数等进行检测，确保市民夏季游泳安全。

王呈 谢福美 朱庚刚 摄影报道

市政养护先锋
党建知识竞赛展风采

本报讯 近日，市城管局市政设施
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开展了党
建知识竞赛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平时服务
在市政养护一线的党员们围绕十九大
精神、新宪法、新党章的内容，并结合
自身五星双型党支部的实际，开展必
答、抢答等环节的比赛。赛场上你追
我赶的比分牵动着所有党员的心弦，
参赛选手们精彩的表现不时赢得阵阵
热烈的掌声。 （胡冰心 佘天恒）

全国船舶行业技术专家
齐聚江科大研修

本报讯 前天，由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主办，中船集团、江苏科技
大学承办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智
能制造共性关键技术”高级研修班在
江科大开班。这是江科大国家级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立以来的首
个人社部高级研修项目。

采访中，江科大副校长戴跃伟表
示，此次研修班，江科大精心安排了培
训方案。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针对性
的课堂讨论，典型企业的现场考察环
节，进一步增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人
才对智能制造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为
船舶行业培养一批能担重任、能解决技
术难题、善于进行技术创新的高层次人
才。 (胡冰心 刘莎 王升国 胡爱祥)

6月我市电影票房
1217多万元
同比降3.29%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新局
了解到，6月份，我市城市影院共放映
34584 场 、观 影 428759 人 次 、票 房
1217.80万元，平均票价28.40元，票房
同比下降3.29%。

据介绍，2018年 6月国产影片票
房占比为 29.05%，排行榜上共有 7部
影片票房都在1亿元之上。《侏罗纪世
界2》以票房15亿霸占月度冠军之位，
佟丽娅和雷佳音主演的《超时空同居》
排行第二，月度排名第三的是《超人总
动员2》。 (谌来法 笪伟）

本报讯 日前，室外温度高
达 37℃，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
法院大门外人头攒动，不少人
手里还拿着油桶、油壶、油瓶等
容器。

这么热的天，他们在做什么？
原来，这是开发区法院的执行法官
冒着高温，将一批涉民生群体性案
件的执行标的物——菜籽油第一
时间发放至各申请人手中。

从油菜籽到成品菜油，需要
经过多道加工程序。为了第一
时间收购菜籽，镇江大港一油料
经营者开设了门市部，农民只需
将自家地里收割的油菜籽送至
兑换点，由该门市部出具取油
卡，农民到期持取油卡即可兑换
成品菜籽油。

2008年以来，孙某等11位农
民一直在该门市部兑油，可他们
万万没想到，2015年底，该门市
部 突 然 毫 无 征 兆 地 停 止 营 业
了！他们“种出菜籽兑成油，自

家消费自家用”的愿望落空，手
中的取油卡成了一张废卡。“那
个门市部还欠我220公斤菜籽油
呢，可我找谁要去？”一位蒋姓农
民拿着取油卡欲哭无泪。

遭受损失的农民一纸诉状
将该油料兑换门市部告上了法
庭。2016年5月，法院做出判决，
该门市部需按取油卡上的数量
支付众原告菜籽油，若不能，则
按市场价折算给付。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迟迟
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各位油农坐不住了。他们
结伴来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

拿到该批案件后，执行法
官万保华立刻前往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调取该油料门市部
的工商信息。万法官了解到，
该门市部是个体工商户，与直
接经营者存在财产混同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体工商
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可以

直 接 执 行 该 字 号 经 营 者 的 财
产。万法官当即对该油料门市
部及其经营者赵某名下的财产
进行了“四查”，可惜并未发现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万法官，我是 2016年和那
个油料兑换门市部打官司的申请
人。我今天在镇江某医院看到门
市部负责人赵某了。你们快来
呀！”2017年底，万法官接到一通
电话，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驱车
赶至医院，找到了被执行人赵某。

经过万法官的反复释法，赵某
最终同意分两批给付拖欠的纯菜
籽油。2018年农历新年前，第一
批菜籽油已发放给了油农们。

当天下午，万法官组织发
放第二批菜籽油。“只要能把
案子执结，让百姓们的利益不
受损失，天气虽热，可我们心
里却觉得很是痛快！”万法官
笑着说。

（任偲佳 童本宽 张凤春）

民办普通高中(国内班）
录取资格线划定

本报讯 前天，从市教育局获悉，
我市民办普通高中（镇江正兴高级中
学、镇江江河艺术高级中学、句容碧桂
园学校高中部）国内班录取资格线为：
文化类449分，艺术类401分。

（胡冰心 唐守伦）

关注中高考

编者按：
从农村孩子到部队战士，

从军营到警营，从西藏到镇
江，交警张苏始终恪守着一份
爱民护民的军人职责、警察职
责、中共党员职责。特别是
2005年始，无论在西藏还是转
到镇江，他跨越两地，14 年来
一直坚持公益爱心付出，留下
许多感人的爱心故事。

本报讯 近日，镇江高新区
蒋乔街道四摆渡社区联合江苏
科技大学船海学院“扬帆寻航”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组织社区居
民，开展有关镇江航运文化发展
的“镇江航运闻古今”航运历史
文化交流会，通过 PPT 展示、亲
身经历讲解、实地参观等多种形
式对于镇江航运的前世今生进
行交流，传承镇江航运历史文
化，向居民宣传展示镇江古老的
航运文化。

“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受地
转偏向力影响，淤沙会积聚在
江岸南侧，江水则会冲刷北岸，
所以长江泓道北移，江水逐渐
远离了这座古渡，当年的西津
古渡现在离长江江岸已有 300
多米距离。”“在沿江发展规划
中，政府也特别注意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极力避免因经济发
展而造成的环境破坏。”活动伊
始，“扬帆寻航”团队的大学生
吕帅元借助 PPT 展示相关图片
与文献，结合文献记载和自身
专业所学，引经据典的讲解镇
江古代航运从产生到发展兴旺
的过程。

“从运粮河一侧，摆渡口顺序
叫作头摆渡、二摆渡一直到十二
摆渡，到了我们这里就是四摆
渡！所以我们社区，也就叫作四
摆渡社区。”居住在四摆渡社区的
马永祺老先生通过多年来的亲身
经历，以一口朴实的乡音将镇江
长江沿线、古运河近代的变迁及
运粮河的开凿历程等娓娓道来。
马永祺老先生还亲切地向大学生
们展示了有关长江运河的诗词书
法，为活动现场增添了一抹文雅
的人文情怀。

随后，在运粮河闸站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大家走进运粮河闸
站主体，实地了解了运粮河闸的
布置和利用。“运粮河将金山湖
和长江连通，我们这个闸站用来
负责运粮河整体的防汛工作。”
通过河道总体布置图，工作人员
向大家展示了运粮河在航运河
道中的位置与作用。气势宏大
的闸站和复杂的机械设备激起
大学生们的兴趣，本来调皮的孩
子们也在被眼前航运河的情景
所吸引，安静而专注地望向流淌
的河水。

（巫蓉 霍宗泽 姚维 姜萍）

四摆渡社区与船海学院
开展“镇江航运闻古今”交流会

开发区法院大热天发油显真情
判决两年后，当事人有了切实获得感

前晚，句容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门社区的陶先生家中，昙花悄然绽
放，从花苞到绽放，再到凋谢，历经五个小时左右，展现了“寂寂昙花半
夜开，月下美人婀娜来”的醉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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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美人”令人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