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体检民公告【2019】01号

本院在依法办理黄山市海龙石材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一案中发现，黄山市海龙石材有限公司超审批范围
占用国家公益林地进行闪长岩开采及堆放废弃土方石料，其
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的森林资源，损害了国家及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
规定，检察机关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公告督促、
建议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十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检察机
关将依法提起诉讼。联系地址：黄山市休宁县人民检察院，
联系电话：0559-7533813，联系人：宁检察官。特此公告。

休宁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 4月 25日

公告 体检民公告【2019】02号

本院在依法办理张忠保涉嫌非法捕猎珍贵野生动物一案
中发现，张忠保非法捕猎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其
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的生态资源，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
定，检察机关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公告督促、建
议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检察机关
将依法提起诉讼。联系地址：黄山市休宁县人民检察院，联系
电话：0559-7533813，联系人：宁检察官。特此公告。

休宁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 4月 25日

拍卖公告
受权利人委托，2019年 5月 15日下午 3时在本公司会议室拍卖：
一、拍卖标的：安徽省烟草公司黄山市公司拥有的位于休宁县五城

镇五城新街 1-2 层商业用途房地产。建筑面积 111.26㎡，用地面积
63.28㎡。参考价 32.5万元（保证金 5万元）。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
增价拍卖。三、咨询与展示：即日起咨询展示。四、竞买报名：公告之日
起至 5月 14日下午 4时整，凭汇款凭证（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和相关
证件（个人带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凭加盖公章的证照复印件和法人代表
委托书）到嘉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报名时另交报名资料费
50元。电话：0559-2351076 13335692660

黄山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黄山市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黄曙峰、徐蔚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

定，以及债权转让人黄山市屯溪实邦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人安徽民航机场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黄山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债权转

让人对你方所拥有并为（2016）皖 1002 民初 1771 号

民事判决书、（2017）皖 10 民终 727 号判决书等民事

判决书所确认的全部债权依法让给债权受让人安徽

民航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与债权相

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

让通知书后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民航机场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黄山分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债权转让人：黄山市屯溪实邦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联系电话：15305590288

债权受让人：安徽民航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黄山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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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特征的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一
旦发现就打传单上的电话，打我的电话也

‘管’。”4 月 18 日，一队民警来到淮南市山南
新区曹庵草莓批发市场，领头的警官将空荡
荡的左袖扎进皮带，用右手接过同事递来的

“扫黑除恶”宣传资料，散发给围拢过来的群
众，耐心地一一解答咨询。

这位警官名叫鲍志斌，是淮南市公安局
山南新区分局曹庵派出所所长。7 年前，他
因公致残，失去左臂，被评为“因公三级伤残
人民警察”。伤愈后，他毅然回到一线岗位，
成为全省伤残等级最高，却仍坚守基层公安
一线的人民警察。从警以来，鲍志斌荣立个
人二等功、三等功各 1 次，先后获“安徽省优
秀人民警察”“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好
人”以及 2018 年度安徽省公安系统“十大爱
民模范”等荣誉称号。

“没了胳膊也要重回警队”
2012 年 4 月 24 日，曹庵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称，有人在曹庵镇供电所附近盗伐树
木。接警后，时任曹庵派出所副所长的鲍志
斌带领 5 名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干净利索地
将盗窃分子制服。

为了尽快把犯罪嫌疑人和赃物押送回
去，鲍志斌骑上收缴的三轮摩托车载着被盗
的木头赶回派出所。返程途中，一辆大货车
突然迎面冲来，鲍志斌躲闪不及，被挂倒在
地。大货车油箱外侧的保护架直接削过鲍志
斌的左臂，插进了他的肋骨。

那一天，鲍志斌永远地失去了左臂。
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度让鲍志斌陷入消

沉、彷徨。“在家休养的一年时间里，我有些颓
废，整天躲在家里。”鲍志斌告诉记者，他害怕
空荡荡的左袖引来别人的目光。更让他难忍
的是截肢后产生的幻肢痛。他时常感觉左胳
膊还在，手指像被针扎、火烫似地疼。

鲍 志 斌 的 家 人 鼓 励 他 ，他 的 战 友 牵 挂
他。他们劝慰鲍志斌：“没了胳膊不要紧，伤
养好了，还能穿上警服回到警队。”家人和战
友们的话重燃了鲍志斌的斗志。“没了胳膊也
要重回警队。”凭着惊人的毅力，鲍志斌挺过

了生理和心理上的难关，毅然主动要求返回
工作岗位。

组织考虑到鲍志斌的身体，要将其调离
基层派出所，安排到机关工作，但都被鲍志斌
谢绝。“要去就去打击犯罪的第一线，要么分
我去刑警队，要么放我回派出所。”组织上拗
不过，只得把鲍志斌“放回”了曹庵派出所。
鲍志斌如愿以偿，穿着左臂空荡荡的警服，再
次回到了基层执法第一线。

“人民痛恨的就是我们打击的”
初回派出所，战友们很心疼鲍志斌，尽量

安排他少出警。鲍志斌心里很清楚，基层派
出所人少事多，警力非常紧张，自己少干一
点，就意味着战友们要多干一些。每一次出
警，鲍志斌都努力处置好警情，想以此回报战
友们的关心，也想展示自己“能行”。

2016 年 4 月，在处理一起纠纷中，鲍志
斌发现辖区内存在敲诈勒索、阻挠施工、寻
衅滋事的行为。部分村民组织邀约不知情
的群众，在无任何建设建筑资质的情况下，
多次强行向项目施工方提出承包房屋修建
工程、承包劳务用工等无理要求。接到报案
后，鲍志斌加班加点，细心排查，梳理出数条
涉恶案件线索并迅速上报，引起各级领导高
度关注。后来，依据他上报的线索，公安机
关一举打掉以程晋某为首的 5人扰乱重点工
程建设恶势力团伙。“该案的成功结案，让我
找回了自信，同事们也对我刮目相看。”鲍志
斌告诉记者。

西瓦村原村委会主任吴化好等七人涉黑
案曾经在淮南市轰动一时，鲍志斌正是侦破
该案的重要参与者。2017年 12月，山南公安
分局接到辖区群众举报，吴化好等人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村内企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如果公开收集线索，很
难取得成效。白天，鲍志斌收集相关信息，晚
上在派出所里梳理、核对。经过 3 个月的不
懈努力，收集到大量可靠线索，查实了以吴化
好为首，15 名团伙成员组成，非法获利 1200
余万元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人民警察，‘人民’二字始终在前。所
以，人民痛恨的，就是我们该关注、打击的。”
鲍志斌说。2012年以来，鲍志斌在基层派出
所共抓获各类逃犯 71 人，抓获吸毒人员 200
余人，主办各类刑事案件 70 余起，处理治安
案件 80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 400万
元。担任曹庵派出所所长以来，辖区侵财类
案件发案率下降 70%，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
案率下降 50%。

“对待群众充满柔软和温暖”
曹庵派出所大门前的 24路公交车站，挺

立着一座蓝白底色的顶棚。“这是鲍所看到群
众等车不便，自掏腰包定制的顶棚，好让群众
在等车时可以遮雨蔽日。”鲍志斌的同事告诉
记者，鲍志斌对待犯罪嫉恶如仇，但是对待群
众，他却充满了柔软和温暖。

2017 年，鲍志斌在一次接处警途中，得
知辖区老圩村村民庞某翠父母双亡，她本人
患有精神残疾，没有经济收入。更为困难的
是，庞某翠一直没有户口，享受不到政府的扶
贫政策。庞某翠的遭遇，成了鲍志斌的心
结。他上门调查庞某翠的身世，协助她办理
户籍证明。很快，庞某翠的户籍办了下来。
鲍志斌又找到当地政府，为庞某翠办理了低
保。鲍志斌还与她结成帮扶对子，每月资助
她 500元的生活费，定期前来看望。

“为了群众的安全，鲍所豁出命都不怕。”
采访中，曹庵镇居民龚德军动情地说。去年
2月 15日，他家中失火，拨打 110报警。鲍志
斌接警后，立即带领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
场。火场滚滚浓烟，龚德军冲上来一把抓住
鲍志斌的手，指着火场说：“屋里的液化气罐
已经燃烧了 30多分钟，高温下随时都有爆炸
的危险。”

现场有 50多名围观群众，如果煤气罐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鲍志斌拽起悬空的左衣
袖捂住嘴，用牙叼住，拎起灭火器冲进起火房
屋，用独臂艰难地举起灭火器向火源喷射。
在场的民警看见鲍志斌冲了进去，都紧跟其
后。经过近 20 分钟的扑救，大火被彻底扑
灭。满脸漆黑的鲍志斌走出来，群众问他：

“这么危险，你害怕吗？”他摇摇头回答道：“危
急关头，我们公安民警不上谁上？这就是我
们的职责！”

鲍志斌心里装着群众，群众也记着鲍志
斌。附近的群众自发向派出所送来许多锦旗
和感谢信，其中一封感谢信写道：“从你们警
察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体会到了
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真正内涵……”

“用行动传承公安精神”
鲍志斌出生在警察世家，警训即是家训，

警风即是家风。从小的耳濡目染，让鲍志斌
对警察职业、警察队伍都有着特殊的责任
感。当鲍志斌自己穿上警服，他把战友当做
兄弟，用真情去激励同事，用热情去带领队
伍，用行动传承公安精神。

曹庵派出所警力少、任务重，工作压力
大。2017 年 5 月，鲍志斌调回曹庵派出所任

所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找 24位同事谈心。特
警陈盛、刘强转岗至曹庵派出所工作，业务的
转变让两位同事深感力不从心。鲍志斌根据
性格特点，给陈盛、刘强分别进行了分工。精
力旺盛、能力全面的陈盛适合办理案件，鲍志
斌主动请缨当起陈盛的老师，手把手教学，如
今得到真传的陈盛已是淮南市公安局山南新
区分局的“业务尖兵”。政治素质高的刘强则
被安排做社区民警，成为群众口中的“老黄
牛”“老好人”。

“青年民警都是好苗子，只要好好培养，
都能挑起大梁。”王认是鲍志斌在曹庵派出所
培养的第一棵“苗子”。2016年，王认大学毕
业考入淮南市公安局，被分配至曹庵派出所，
工作了一年，他一直抱着“安逸工作安逸领
薪”的想法，对待工作不太上心，并且生出辞
职的念头。

王 认 是 山 东 人 ，鲍 志 斌 的 祖 籍 也 在 山
东。他找到王认：“老乡小弟，今后我带你好
不好？”此后的 3 个月里，王认与鲍志斌一同
生活，一同工作，遇到警情、案件，鲍志斌总是
冲在最前，身后的王认只负责看和记。3 个
月后，鲍志斌提出与王认互换角色，王认负责
冲在最前，鲍志斌负责看和记。不到半年时
间，王认的思想、纪律、工作作风方面有了巨
大的转变，还一跃成为业务骨干和曹庵派出
所唯一获颁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证的民警。

在鲍志斌的带领下，曹庵派出所的干警
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派出所的工作和
队伍建设成效一步一个台阶。“我们并不是要
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认真地把群众的每
一件事做好，我们就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履
行了人民警察的职责，才对得起人民对我们
的信任。”鲍志斌说。
·记者手记·

心存百姓写忠诚
鲍志斌身体不便，是什么支撑着他以残

缺之躯，奋战在打防犯罪、服务群众的最前
沿、第一线？鲍志斌告诉记者，人民警察，“人
民”二字在最前面，必须把人民群众时刻装在
心里。鲍志斌的话不是空话，“为人民服务”
正是支撑他的精神基石。

面对组织的“照顾”，他婉言谢绝，因为他
想打击犯罪更直接一些。他对危害群众的罪
犯穷追不舍，因为他知道治安好了，群众就能
安居乐业。他想服务群众更近一些，帮助群
众更方便地办事，调解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
因为他知道群众的心气顺了，群众生活才能
和谐和睦。他想帮助困难群众更多一些，他
看不得群众受委屈，向每一个遇到困难的群
众施以援手，因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党员的责任所在。

身体有残缺，但服务群众不打折。鲍志
斌就是这样“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保障着
辖区居民的安居乐业，在为民服务的平凡岗
位默默耕耘，展现着人民警察的新时代风
采。

（原载《安徽日报》 2019 年 04 月 24 日）

侠 骨 柔 肠 的“ 独 臂 所 长 ”
——记淮南市公安局山南新区分局曹庵派出所所长鲍志斌

□本报记者 李浩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 一 带 一
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4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
类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一带一
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一带一路”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
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智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开展
智库交流合作，有助于深化互信、凝聚共
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
委员会的建立，为各国智库加强思想对话、
进行决策咨询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合作
委员会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
研究成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智
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致贺信

4月 24日，绘画爱好者在西递风景区写生。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位于安徽省黟县的古村落西递和

宏村春意盎然，景色如画。大批绘画爱好者前来写生，用画
笔描绘古村春色。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皖南古村落 写生好去处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记者施雨岑）西汉彩绘茧
形陶壶、唐代彩绘陶骆驼、宋代白釉刻花碗……24日下午，

“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出了 700余件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

今年 3月 2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
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于 796 件中国流失
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这批文物艺术品于 4月 10日抵达
北京，回归祖国怀抱。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国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中历时最长的案例，也是近 20年来
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它们的回归，根源于中意
两国人民对文化遗产始终不渝的热爱，得益于中意两国久
久为功的双边机制建设，树立了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
里程碑。

据介绍，在 10 余年时间里，中意两国政府共同秉持保
护文物的决心，克服文物数量众多、跨国取证困难、诉讼程
序变化等诸多不利因素，坚持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开展合
作，最终携手促成这段文物回归佳话。

意返还文物艺术品
与祖国人民“团聚”

本版责任编辑/曹群莉

还有什么，能比流浪多年的孩子重回母亲怀抱更令人
动容？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 2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祖国人民“相拥”。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民国时期，一件件
文物娓娓讲述着跨越数千年的悲欢离合，生动描绘着先人们
创造的灿烂文明。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次美好的回归。

这是两个珍爱文明的古老国度携手谱写的胜利。从文
物宪兵的严格执法，到司法部门的秉公办案，意大利以文明
理性的姿态对待文化瑰宝，让全世界为之点赞；从文物、外
交等部门 10 余年来通力合作、持之以恒不懈追索，到不断
增强的综合国力、日趋活跃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国从未放弃
对流失珍宝的依法所有权。

这是文明对劫掠和偷盗行为的胜利。纵观人类历史，
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在战火硝烟中被劫至异国，因盗墓者
的贪婪而流离失所。这些本属于全人类的瑰宝，在劫掠者
眼中是战利品，在偷盗者手里是“摇钱树”。只有在故国的
土地上，在珍视文明的人民面前，它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文化
价值，享有最高的尊严。

这让人们看到更多文明胜利的曙光。从圆明园青铜“虎
鎣”的回归，到美国返还 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一件件承载
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家，折射的不仅是国家治乱、民族
兴衰，更彰显世界各国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文
物追索方式的积极探索，印证合作机制日趋多元成熟。

150 多年前，当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大批珍贵文物被抢
劫一空后，法国作家雨果秉持正义与良心，发出了对和平与
文明的呼唤，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天，被劫夺的文物会交还给
中国。而今，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正在产生“世界回响”，更
多的国家选择尊重文明，用文明的姿态对待人类共有的财
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美好的回归 文明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记者史竞男）“文化行走，阅
读中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70城联读活
动”日前在京启动。

该活动由韬奋基金会主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
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和深圳阅读联合会共同支持发起，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特别策划。

据介绍，活动将在全国选择 70个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
征的城市，在持续半年的时间里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样
的城市联合阅读行动，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表示，近日发布的第
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全国阅读指
数为 68.67点，较 2017年的 68.14点提高了 0.53点。在城市
阅读指数排行榜中，深圳、苏州和北京排名前三，青岛、杭
州、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和福州位列第四至十名。

据悉，“70年 70城”活动将于今年 5月在全国开展。

“70年 70城”全国性
联读活动在京启动

在服务中提升，在开拓中成长
——新华保险黄山中心支公司的追求

七年，一个企业的成长期，你的企业可以用七年完成

什么？新华保险黄山中心支公司用它的七年奋斗历程告

诉你，在保险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七年意味着什么收获

了什么？

新 华 保 险 黄 山 中 心 支 公 司 于 2012 年 9 月 开 始 筹

建 ，2013 年 1 月 正 式 开 业 ，同 年 ，就 获 得 由 中 国 人 民 银

行黄山市中心支行颁发的黄山市反洗钱考核 A 级金融

机 构 ，2015 年 新 华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山 区 支 公 司 正

式开业。

经过短短七年的发展，新华保险黄山中心支公司现辖

2家县域机构，拥有员工近 500人。依托新华保险的品牌、

产品、服务优势，“新华”保险人规范经营、稳健发展，累计

实现规模保费 4.83亿元、服务客户近 5万人次，为广大客户

送去 9622万元理赔金和满期给付，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家保

险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快理赔。新华保险以“全面、全额、全家”的三全理念，

采用“多次理赔”和“多倍保”的理赔方式，始终保持着 5000
元以下的小额赔付平均 1.7 天的理赔速度，让每个客户都

有保障、买的起。不断提升理赔服务水平，打造更快、更

易、更关怀的理赔服务。同时，定期开展客户保单检视会、

客户联谊会、产品展示会、理赔现场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幸福生活的保障。

优服务。新华保险黄山中心支公司一直以来秉承着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一切从客户需求出发，提供教育、养老、心脑血管疾病保险

等多种产品；为提高业务员服务水平，他们坚持业务员

“培、养、训”一体，全方位、分层级的培训模式，致力于为客

户带去更好的服务体验。2016 年获评黄山市反洗钱考核

A 级金融机构，2017年荣获由黄山市消费者权益协会保护

委员会颁发的“诚信单位”。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新华保险黄山中心支公司将以

坚强的实力和服务能力，将全面贯彻“三个聚焦、两个提

升、一个突破”的经营思路，继续提升业务能力、服务水平

与品牌实力，力争成为后来居上的行业标兵——这就是黄

山新华保险人共有的梦想！

·胡叶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