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一个教师借调外单位工作长达

12 年， 其间 8 年多没有交党费，

即使在正式调入借调单位后仍不交

党费……据湖南省茶陵县纪委监委

日前通报， 该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尹美林被党内除名。

茶陵县纪委监委调查发现，

2005 年 7 月， 茶陵县火田中学教

师尹美林借调到县交通运输局， 至

少从 2010 年起， 尹美林既未在原

单位交党费， 也未在借调单位交党

费。 2017 年 6 月， 尹美林正式调

入县交通运输局后， 仍未交党费。

经认定， 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 一共 104 个月， 尹美林都没

有交党费。 根据有关规定， 党员如

果没有正当理由， 连续 6个月不交

党费， 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2019

年 5月， 尹美林被党内除名处理。

时任火田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谭

某、 组织委员龙某， 对尹美林未按

时交党费没有及时提醒， 对尹美林

长期不交党费问题未及时处理， 两

人均受到批评教育处理； 县交通局

党总支书记刘某和时任交通局机关

党支部书记谭某， 对支部党员管理

不严、 业务不精， 均受到书面诫勉

处理。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日前从浙江泰顺公安部门

获悉， 当地警方近日破获一起涉及

民生工程的串通投标案， 该案涉案

人员共有 21 人， 涉事企业 53 家，

涉案金额达 1.37亿元。

今年 4 月， 泰顺县公安局经侦

大队接到线索： 泰顺县某公路工程

投标单位涉嫌串通投标。经查，该工

程共有 53 家企业参与投标，其中有

5 家投标企业的标书关键部分雷

同， 可能存在复制或系同一制作人

的嫌疑。 专案组进而发现这 5 家

企业的保函递交人均为同一集团

公司的员工， 一起涉案金额巨大

的串通投标案渐渐浮出水面。

经过前期 4 个月的多地取

证，专案组将罗某、周某、何某等

5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经查， 罗某为保函递交人所属集

团的高管，分管集团招投标业务。

2017 年 6 月，罗某在网上看到一

则泰顺某公路工程招标公告，为

提高自己集团的中标概率， 罗某

要求下属何某联系 4 家拥有资质

并往来密切的公司参与投标。 2017年

7月该项目开标， 为防止被工作人员

发现 5 家公司私下串通投标，罗某在

开标前将制作好的标书交给另 4 家

公司的员工， 让他们分别递交标书。

结果，罗某所在集团联系的台州温岭

某公司以约 1.37亿元中标。

2019 年 4 月 24 日， 温州市审计

局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该工程存在串

通投标嫌疑，移交线索给公安机关侦

查，进而案发。 日前，嫌疑人罗某、何

某等 5 人因涉嫌串通投标罪被移送

至泰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国家禁毒委日前召开的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推进视频会

议上获悉，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

活动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2018

年， 全国 109个禁毒示范城市共破

获毒品案件 3.5 万起， 占全国破获

毒品案件总量的 3成。

2018 年 1 月， 国家禁毒委部

署开展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

动， 要求充分发挥禁毒示范地区典

型引领作用， 以点带面促进全国禁

毒工作深入开展。 广东省中山市、

云南省昆明市等 109个地市入选禁

毒示范城市创建名单。

据悉， 1 年多来， 通过全面落

实禁毒责任、 深入开展综合治理，

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取得明显成

效。 2018年， 109 个禁毒示范城市

共抓获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 4.5 万

名， 占总人数的 4 成； 缴获毒品

38.8吨， 占缴获总量的 5成。

国家禁毒委副主任、 公安部反

恐专员刘跃进表示， 做好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 是

全国禁毒部门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 也是对禁毒示范创建成效的一

次实战检验。 各地特别是开展示范

创建的 109个城市要从严从细从实

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严防发生

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案件。

根据部署， 各地要切实作表率

当示范， 堵截境外毒品渗透， 遏制

境内毒品制造， 深入推进破案攻

坚， 坚决把毒品违法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打下去。 要落实动态管控和

收戒措施， 规范强制隔离戒毒， 完

善戒毒康复模式， 最大限度减少毒

品社会危害； 要推进全民特别是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大力倡导健康

人生、 绿色无毒理念， 在全社会形

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要深

入开展排查清理， 创新完善监管措

施， 强化新型毒品管控， 严防易制

毒化学品流失； 要落实禁毒工作责

任， 完善毒品治理体系， 确保创建

活动全面、 健康、 深入开展。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医师节” 庆祝大会昨天

召开， 会上提出要大力实施医学人

文精神培育， 在全社会倡导敬畏生

命、 崇尚医学、 尊重医生、 关爱医

生的良好风气。

“糖丸爷爷” 顾方舟、 扎根边

疆 47 年的庄仕华、 精于传染病护

理的王新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宣传司有关负责人说， 发掘好、

展现好他们的精神和故事， 将带动

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新时代建功

立业， 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百姓健康

守护者， 让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更

有力度、 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

示， “中国医师节” 既是医务人员

的特殊荣耀， 也是一份责任。 中国

医师协会将大力实施医学人文精神

培育， 引导广大医生科学行医、 依

法行医、 文明行医、 廉洁行医， 在

全社会倡导一种“尊医” 的文化，

推动医生权益保障机制的落实， 进

一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今年“中国医师节” 的主题是

“弘扬崇高精神， 聚力健康中国”。

据悉， 我国现有注册医师 360.7 万

人， 乡村医生 138万人， 撑起了世

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已

启动的健康中国行动呼吁全方位全

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得到了广大医

务工作者的积极响应， 并开展了一

系列“健康中国·医师行动” 活动。

□据新华社报道

随着以小说 《全职高手》 为基

础的动画大电影 《全职高手之巅峰

荣耀》 在全国上映， 阅文集团旗下

的文化 IP 《全职高手》 实现了从

网络小说到动漫改编， 再到影视剧

开发的全面开花。

《全职高手》 是网络文学作家

蝴蝶蓝 2011 年在起点中文网上连

载的电竞主题小说， 问世后受到网

络读者喜爱， 在一次次改编中逐渐

升温并积累人气。

我国网络文学产业近年来一直

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据统计， 当前

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达 4.3 亿

人， 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 2400

万部。

如何更好地开发文化 IP、 延

长其生命周期， 成为网络文化产业

内的共同话题。 阅文集团联席

CEO 吴文辉表示： “我们对于文

化 IP 的改编不能是‘买椟还珠’，

若只关心一个 IP 是否有流量， 而

忽略对其本身故事精髓的理解和挖

掘， 那最终改编结果不会理想。”

从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到

《哪吒之魔童降世》， 国产文化 IP

的成功改编给了业内人士信心。 业

内人士认为， 优质的文化内容必将

迎来更大的需求市场， 在我国本土

环境下诞生的文化 IP 正逐步走上

成熟的产业之路。

自动躲避障碍、 路口自主决

策、应急人工接管……日前，一辆

半米高的白色小车在南京江北新

区国际健康城“上岗”运行，当天，

苏宁物流正式启用这款 5G 无人

配送车，为智慧零售的“最后一公

里”升级。图为在江北新区国际健康

城， 无人配送车在送货途中引来路
人观看 新华社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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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 新京报报道

昨日下午， 福州市公安局晋

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案情通报，

该局近期接到报警， 福建某运动

用品公司收到由美国联邦快递公

司承运的一美国客户寄出的快递

包裹， 内有枪支。 目前， 福州警

方已将枪支暂扣， 并开展立案调

查。

早在 7 月 26 日， 国家有关部

门依法对联邦快递 （中国 ） 有限

公司未按名址投递快件一案调查

发现， 联邦快递关于将涉华为公

司快件转至美国系“误操作” 的

说法与事实不符。 另发现联邦快

递涉嫌滞留逾百件涉华为公司进

境快件。 调查期间， 还发现联邦

快递其他违法违规线索。 国家有

关部门将秉持全面、 客观、 公正

的原则， 继续依法深入开展调查

工作。

美国联邦快递承运来华快递涉枪
公安机关已暂扣枪支并立案调查

5G无人配送车助力升级“最后一公里”

去年109个禁毒示范城
破获全国3成毒品案件

2019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召开

引导依法行医廉洁行医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安徽省政府获悉， 近期

安徽编制实施了 《安徽省实施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

动计划》， 在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

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8 月 16 日， 连通皖浙的商合

杭高铁 （北段） 接触网一次送电成

功， 为实现北段年底前通车迈出重

要一步， 南段预计将于明年完工。

根据一体化发展规划， 安徽

积极融入长三角， 近期一批互联

互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落

地。 黄山至千岛湖高速公路开工

建设，到年底前安徽撤除与江浙间

的省界收费站。 芜湖港与上港集团

携手打造安徽至上海洋山港的重

要喂给港，马鞍山和浙江舟山港通

航“江海直达船”，合肥与上海、杭

州、 苏州等长三角 7城市间实现刷

二维码无障碍异地乘坐地铁。

皖编制实施“一体化行动计划”

借调人员8年不交党费被除名
相关党支部负责人被处理

业内人士：文化IP改编不可“买椟还珠”

浙江泰顺公安破获特大串通投标案

注 销 公 告

上海泽亨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XB7HXF，经股东

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000万元现减至100万元， 特此

公告。

减 资 公 告

上海海及洱五金工具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79278106XH， 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亮龙观赏鱼养殖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10115588723102N经股东决

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