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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镇江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报审的镇江龙山庄园二期 49#
楼定位图已经我局审查通过，我局
已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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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规划局丹徒分局

2018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镇江壹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股东于2018年9月15日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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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蕾 ，联 系 电 话 ：
13912809397，地址：镇江市象山街
道宗泽路42号，邮编：212000
镇江壹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14日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供地公示
镇国土资公示(2018)第54号

依据用地单位申请，我局拟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以补办出让方式办理供地手续,现就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序号

1

用地单位

乔 林 勇 、
赵秀红

宗地位置

桃花山庄2幢第1层
5室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土地使用
年限

40

土 地 面 积
（平方米）

49.17

土 地 单 价
（元/平方米）

5091

楼 面 单 价
（元/平方米）

5091

实际缴纳
（万元）

10.01

估价期日

2018年 10
月1日

若有异议者，请于2018年12月18日前以书面形式与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联系。
受理地点：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地址: 镇江市金润大道1018号 邮政编码:210001
联系电话：0511-80759226 2018年12月14日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法院将在镇
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
com/0511/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镇江市民营开发
区润兴路28号房屋（权证号：镇房权
证润字第 24951920 号、镇房权证润
字第 24951919号；面积：有证房产共
计 7处，建筑面积合计为 3218.21㎡；
未登记房屋共计 14 处，建筑面积合
计 为 3218.21 ㎡;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6841.28㎡）和位于镇江市民营开发
区的土地（权证号：镇国用（2012）第

7577号；面积：7862.4㎡）及该土地占
用范围内的建筑物进行现状拍卖。

起拍价 879.336万元，保证金 70
万元，增价幅度：4万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十日向拍卖法院提交有
效证明，经法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
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
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
先购买权。

三、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9年1月
1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 10 时
（延时的除外）；若第一次流拍则进行
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竞价时间：

2019年1月31日10时至2019年2月
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根据法律
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
过程中，中止拍卖撤回拍卖。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拍卖看样时间为每次拍卖前七天
（双休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托法院
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四、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
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511/
07，户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查
阅。电话：0511-85319811 联系人：
孙法官。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扬中市人民法院将在扬中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扬中市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苏L766A9思威
牌 DHW6451R1ASD 小型普通客
车。初次登记日期2012.4.19，行车
里程约 12.1万公里;检验有效期至
不详，抵押情况 /，是否营运：非；
发动机号 1012271 ，车辆设别代
号 LVHRM1813C5006406 。车
外廓长/宽/高：。按现状拍卖，请
有意向参与的竞买的亲临现场实
地看样。起拍价：79800 元，保证
金：7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
的，应于 2018年 12月 27日前向扬
中市人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法
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人身份
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
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拍卖时间：2018年 12月 28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

四、拍品瑕疵和限购等详情，
请点击淘宝网扬中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扬中市
人民法院）。联系电话：0511-
88286808（姚）。

扬中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镇江市城市长效管理2018年11月份考评结果

序号

1

2

被考评单位

京口区政府

润州区政府

综合得分

87.82

87.28

考评等次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被考评单位

丹徒区政府

镇江新区管委会

镇江高新区

综合得分

87.78

87.48

87.36

考评等次

良好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被考评单位

市城建产业集团

市交通产业集团

市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综合得分

86.61
94.78
85.76

考评等次

良好

优秀

良好

五、市区各街道考评情况

四、企业单位考评情况

三、各职能部门考评情况

二、丹徒区政府、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管委会考评情况

一、京口、润州区政府考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考评单位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利局

市卫计委

火车站广场办

综合得分

89.87

90.12

92.93

92.85

90.17

88.09

85.19

考评等次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区

京口区

润州区

丹徒区

镇江新区

镇江高新区

街 道
（含辖区部门）

健康路街道

大市口街道

四牌楼街道

正东路街道

象山街道

宝塔路街道

和平路街道

金山街道

七里甸街道

官塘桥街道

南山街道

宜城街道

丁卯街道

大港街道

蒋乔街道

综合得分

90.04
90.12
87.96
88.10
91.01
87.36
90.23
89.92
90.38
89.83
90.35
90.47
90.09
89.11
88.34

考评等次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注销公告
镇江市丹徒区福源给排水工

程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8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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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亮，联系电话：
15952969355，地址：镇江市丹徒区宝
堰镇团结村赵家庄 邮编：212142
镇江市丹徒区福源给排水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镇江沪庙银楼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8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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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斌 ，联 系 电 话 ：
13861396099，地址：中山东路 256
号，邮编：212001

镇江沪庙银楼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14日

招标公告
镇江新区丁岗镇现有一批二

手农业机械（拖拉机、植保机等）打
包转让，请有意购买者于 12 月 14
日至12月20日登录镇江新区产权
交 易 中 心（网 址 http：//zjxq.jsnc.
gov.cn/）报名参加竞标。

联 系 人 ：严 亮 ，联 系 电 话 ：
15706172202。

镇江市丁岗镇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14日

（上接1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
李克强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
关情况，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
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
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
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
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
士代表李稻葵先后发言。他们
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
形势的分析和明年经济工作的
考虑，并就合力攻坚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发展
方式转型、建立现代化基础设
施投融资体制、深入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人才
战略、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发
挥民营经济重要作用、强化民
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加大民
生领域投资力度、加强青藏高
原生态屏障建设等提出意见和
建议。

在 认 真 听 取 大 家 发 言
后，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
讲话。他表示，大家在发言
中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经济
工作取得的成绩，就正确认

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有针对
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将
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40年来，改
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也离
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积极引导广大成员和
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改革的实
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全面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
平凡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中央按
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有效应对外部
环境深刻变化，加快改革开放
步伐，迎难而上、扎实工作，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一年来，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自觉把履职思路和
工作重点聚焦到中共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等
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
出意见和建议91件，为中共中
央决策和施策提供了重要参
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积极推动对口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工
作，认真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
督，工商联深入开展“万企帮
万村”等品牌活动，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习
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
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明年经济工
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
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打好
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工作，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
持向改革要动力，强化社会政
策兜底保障功能。要坚定不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
采取改革开放的办法，更多运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不断
取得更扎实的成果。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献计出力，按
照中共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作
的决策部署，围绕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等重大
问题，查实情、建诤言、献良
策。大家要履行好民主监督职
能，积极建言献策。要做好思
想引导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
所联系群众充分认识改革开放
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客观看待改革发展中
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坚定不移
将改革进行到底。要协助党和
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
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为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丁薛祥、刘鹤、胡春华、
王勇、肖捷、何立峰，中共中
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
有陈晓光、郑建邦、刘新成、
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
锋、张伯军、张道宏、李世
杰、朱永新、赖明、黄荣、施
一公等。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通报有关情况 王沪宁韩正出席

（上接1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
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
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中央纪委始
终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深化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构建党统
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坚持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
并重，巩固深化巡视巡察工作。巩
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坚定不移纠

“四风”、树新风。全面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
深化标本兼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
压震慑。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
设，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会议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
重道远，必须将“严”字长期坚持下
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要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
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
盯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

的问题，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要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
制，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
巡视，完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着
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
新、实现突破。要有力削减存量、有
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作风问题。要时刻铭记打铁必须自
身硬的要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

察队伍建设，努力做到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
检监察铁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
纪委 2018年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召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 析 研 究 2019 年 经 济 工 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全国24个大城市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98%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据调查统计，全国24个大城市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
绍，在前几年推进重点大城市免试就
近入学基础上，教育部门积极稳妥推
进所有地市、县（区）免试就近入学政
策全覆盖，均衡配置资源，统筹保障不
同群体入学。目前，随迁子女 80%进
入公办学校就读。盲、聋、培智三类儿
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到 90%。同
时，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自行组织或
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
为目的的考试、竞赛，各地已处理相关
责任人 446 人，杜绝“唯奖状”“唯证
书”招生行为。

英国首相涉险过关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2日电 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12日晚在保守党对她
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留任保守
党领袖及英国首相。

当天共有317名保守党议会下院
议员参加投票，特雷莎·梅获得其中
200名议员的支持。保守党“1922委员
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在投票结果
公布后说，“这一结果表明保守党对首
相的信任”。

按规定，若首相未能在本党内不
信任投票中获得过半数信任票，就应
辞职，由党内选举新领袖；若首相赢得
过半数信任票，则一年内党内不能再
对其举行不信任投票。

“1922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
普通议员组成，在决定首相人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舆论认为，特雷莎·梅此次
“后院着火”与她所推动的“脱欧”协议
在议会面临极大阻力有关。10日，特雷
莎·梅宣布推迟在议会下院就“脱欧”
协议进行表决，并承认若按原计划表
决，协议可能无法通过。

社区“百家宴”浓浓邻里情
昨天，苏州虎丘街道观景社区举办

“百家宴”活动，居民欢聚一堂、共享美
食，感受冬日里的温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