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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7 日下午 3 点，家
住淹东村的赵正元收到了一个
朋友发来的求职信息，他细心地
将这条信息和之前的求职信息
编辑在一起，准备傍晚一起帮这
些人免费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上。虽然赵正元的微信公
众号刚刚申请成功半个月，但已
经有好几十条招工、求职、求租、
招租等信息发布，并且一些人还
通过赵正元的帮忙平台找到了
工作。赵正元说，他想通过这个
平台回报帮助过他的人。

昨日下午 4点，记者来到了
赵正元家里，正好遇到他在编辑
微信信息。“我打字比较慢，所以
每收到一条信息，我就会马上进
行编辑，避免堆在一起到时候时
间来不及，那样的话发布信息就
要晚一些，看到的人就比较少
了。”赵正元放下手头的编辑工
作，和记者说道。赵正元一出生

就患有中度脑瘫，不能行走，说
话很不清楚，也很吃力，但是一
直以来，他在众多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自己努力想尽各种办
法自食其力，并且也尽自己所能
帮助他人。据了解，赵正元在去
年年初就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
里帮别人免费发布便民信息
了。

“去年年初，我和一个残疾
人朋友交流时得知，他一直在帮
别人发布免费的便民信息，他说
这样既能帮助别人，同时帮别人
解决问题后，自己又很有成就
感，我感觉这样能体现出自己的
价值。后来觉得微信公众号更
方便更稳定，所以我就申请了一
个微信公众号。”赵正元说，他的
微信公众号命名为“元元帮你
忙”，半个月以来已经吸引了571
个粉丝。

记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

看到，几乎每天都有信息更新。
微信推送消息主要有两大类，一
个是便民服务信息，一个是传递
正能量的信息。

“前几天一个小伙子发来感
谢信息，说通过我这个平台找到

了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赵正元说，
因为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
过他，他想回报这些人，所以，他
将一直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

（李潇 文/摄）

感恩社会 服务他人

残疾青年创建“便民微信平台”

本报讯“祝小朋友们开心
每一天！”“祝你们健康快乐成
长！”……一张张写满祝福的便
利贴贴在了书本上。日前，绿
洲废弃物处置中心的员工们带
着精心挑选的各类书籍来到会
议室，并认真地写上了寄语。
他们此次捐出的 150本书将送
到市儿童福利院，让孩子们能
在书的海洋中感受快乐。

据了解，目前市儿童福利院
有孤儿 22名，年龄跨度 1至 16
岁，孩子们渴望通过看书来丰富
视野、改变命运，但却因为条件
有限，没有图书阅览室。绿洲废
弃物处置中心相关负责 人得知
后，决定在单位内部开展一次捐
书活动，希望能给孩子们筹建一
个小小的“书屋”。

“书有人看才有价值，这些
书我家小孩不看了，就都捐
了！”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员工
说，家里孩子很喜欢看书，闲
置的书也比较多，“虽然有些
旧，但都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
书籍，图文并茂。”另一位员工
说，她儿子知道有捐书的活动，
特地找了很多书出来，一本一
本写上自己的名字，说希望福
利院的孩子知道这些书是他给
的，也希望他们都能喜欢这些
书籍。

活动现场，大家拿着爱心
状的便利贴，写上对孩子们的
寄语，爱的暖流将通过这些书
籍和写满祝福的便利贴传递给
福利院的孩子们。

（袁旭姣 陈晓玲 文/摄）

本报讯 16日晚，横陵公
路上发生一起意外交通事
故，一辆福特两厢轿车因避
让一辆电动车，突然失控，导
致车头撞到路边桥墩起火。
所 幸 事 故 未 造 成 人 员 伤
亡。

当晚8时54分许，市消防
大队云阳中队接到火警称，
横陵公路善更有一辆汽车着
火。接到报警后，消防官兵
火速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
现，现场着火的是一辆白色
轿车，轿车因交通事故撞击
到路边的警示牌杆和桥墩

后，导致车辆着火，车头、前
轴损毁严重。现场火势猛
烈，轿车车身已经全部过火，
油箱内汽油也在泄漏燃烧。

为避免车子发生爆炸，
消防官兵立即出水枪灭火。
大约十五分钟后，现场火势
被扑灭。

消防官兵从现场了解
到，车辆是在行驶中，因避让
一辆电动车，不慎撞上路边
的警示牌杆和桥墩后，车头
部位开始着火，所幸未造成
人员伤亡。

（王国禹 张家祥 文/摄）

本报讯 昨日下午两点刚
过，丹阳站北广场迎来了候车、
乘车的高峰时段。为了确保现
场秩序井然，丹阳站派出所当
日执勤民警小许更加细心地在
候车室里进行巡逻。

“当时看到进站口客流较
大，于是我便想着上前帮着疏
导一下客流。没想到，就在我
往进站口走的时候，一名正打
着电话的中年男性乘客引起了
我的注意。”民警小许告诉记
者，当其走过该男子身旁时，原
本正提着手包打着电话的他突
然特别紧张，并立即奔向卫生
间。“他应该是没注意我靠近，
可是就算突然发现，也不至于
这么慌张啊？当下我就起了疑
心，所以立马跟了上去。”而当
小许紧跟该男子来到卫生间
时，这名男子的又一反常举动
再次加深了民警心中的疑虑。

“他一看到我跟着他到卫生间
了，立刻又转身往外跑。我当
时也没犹豫，立刻就拦住了他，
希望他出示身份证配合我做问
询检查。”一开始，该名男子还
坚持以赶车为由不愿意配合，
然而眼见民警小许态度坚决，
明白自己躲不掉的男子最终哆
哆嗦嗦地交出了身份证。

接过身份证，小许立刻进
行了身份比对，而验证结果证
实了他之前的猜测。“比对结果
显示，这名中年男子姓秦，是一
名被通缉的在逃人员，案由是

盗窃。”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
秦姓男子拒不承认自己曾犯盗
窃。随后，该男子被民警带至
值班室作进一步盘问检查，当
民警将详细案情向秦某叙述核
实后，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
罪行为。据查，今年上半年，犯
罪嫌疑人秦某（男，江苏如皋
人，42 岁）窜至南京市雨花台
区 龙 飞 路 16 号 国 家 电 网
110KV变电站物品堆放点将两
盘电缆线盗走（电缆线 300
米），价值 100200 元。后被南
京警方通缉。

目前，秦某某已由丹阳站
派出所移交南京警方作进一步
处理。（陈哲 尹媛）

为避让电动车，
轿车撞上桥墩起火！

贪心偷得价值10万余元的电缆线

一在逃人员在火车站落网

书香传爱寄语深情

绿洲中心
150本图书赠孤儿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方案报经市政
府批准，我局拟收回高桥法庭1362m2和丹阳市建山中心小学2000m2

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收回后，与4431m2新增国有建设用地按划拨
方式供地给丹阳市滨江新市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土地坐落于丹北
镇高桥村，土地面积 7793m2，土地用途为科教用地，用于新建建山中
心幼儿园项目。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方案报经市政
府批准，我局拟以划拨方式供地给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民委员会，土
地坐落于吕城镇中心村，土地面积 1687m2，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用
地，用于新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公示时间：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26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第三人如有异议，须以书面形式提交丹阳市国

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科（国土局三楼）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9日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公告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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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蒋欣、陆毅领衔主演的
剩女脱单励志喜剧《盲约》近日
在浙江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

蒋欣饰演的剩女夏天为了摆脱
单身，在寻找真爱的路上展开
一系列约会，最终发现真爱就
在身边的故事。昨日，蒋欣接

受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
的微信采访，她承认轻喜剧
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形式，表
演起来也游刃有余。剧
中，夏天频频被老妈武红
英(恬妞饰)催婚，生活中
处于单身状态的蒋欣说
家人虽然着急但是不会
催婚，被问到脱单秘
籍，鬼马的她回答
说，“脱单最主要
的因素在于对上
眼儿。”

此番蒋
欣饰演的夏
天是一个喜
欢穿黑衣、
不修边幅
的 女 孩 ，

乐观搞笑的她在脱单道路上遇
到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蒋欣
表示这个人物身上具有的“乐
观、向上、积极、搞笑”的特质，
跟生活中的自己很相似，“我在
任何场合都属于搞笑担当，从
小就喜欢逗别人乐，受不受欢
迎我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做自
己吧。”剧中，夏天发誓要在278
天内找到一个适婚的男友，从
此踏上了相亲之路。现实中，
蒋欣表示家里人既没有催婚，
也没给自己安排过相亲，“他们
还是更希望我能够遵循自己的
内心和喜好”。

除了影视作品，蒋欣在真
人秀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她直
言最近工作节奏很快，“搞得自
己有点疲倦，每年给自己的休
息时间大概是 10 天左右吧。
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可以多一些
时间休息，陪陪父母。

中超联赛间歇期间，U22国
家队也将集中，在国家队备战12
强比赛的时候，U22国家队将前
往澳大利亚进行海外拉练，刚刚
陷入醉驾风波的权健队员张修
维没有入选，近期表现出色的国
安小将巴顿第一次入选。

U22 本次集训将前往澳大
利亚布里斯班、黄金海岸进行三
场比赛。分别是 8 月 28 日对阵
布里斯班怒吼、8月 31日对阵中
央海岸水手、9月4日对阵黄金海
岸城。

近日，宁静作为某综艺节目
嘉宾在现场讲述了自己曾多次
被性骚扰的经历。宁静表示，有
些男性工作人员曾对自己身边
的人有不雅举动，“甚至有男性
工作人员对我有不太好的动
作”，坦言自己性格“真是没那么
火爆”，考虑到多方因素还是对
这些人有所迁就。

对此，她举例谈道，曾在长
期录某档节目时，多次在人多时
被负责引导的男工作人员“袭
胸”，称如果录十期，会遭遇十次
这样的待遇，而且每次都防不胜
防。也有人在她换衣服的时候，
毫无顾忌地“往里走”。此类事

件发生后，宁静表示也同公司方
面提出过不满，并对当事人出言
警告，但似乎并没有大的成效。
听闻静姐“被欺负”，粉丝们自然
坐不住，有粉丝表示，“这种男的
恶心至极！”（白茉）

宁静自曝录节目曾遭性骚扰

U22将赴澳大利亚集训 张修维落选

新华社北京 8月 18 日电
为备战参加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 12强赛，中国
足协 18 日公布了一份 23 人的
集训名单，广州恒大淘宝队共
有6人入选。

在这份名单中，中超联赛
“领头羊”广州恒大依旧是国

脚大户，共有包括郑智、于汉
超在内的 6人入选，上海上港
与河北华夏幸福各贡献了 3名
国脚。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近期
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天津权
健的赵旭日与长春亚泰的何超
均得到了里皮的召唤，来自中

甲球队北京人和的邓涵文继续
获得信任，效力于德甲不来梅
俱乐部的张玉宁是本次集训中
唯一一名海归球员。

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于8月
31 日在武汉迎战乌兹别克斯
坦，随后飞赴多哈，准备 9 月 5
日与卡塔尔的比赛。

恒大6人入选国足23人集训名单
球员名单如下：

广州恒大淘宝：冯潇霆、张琳

芃、郜 林、郑 智、曾 诚、于汉超

上海上港：武 磊、颜骏凌、王

燊超

北京中赫国安：张稀哲、李 磊

广州富力：姜至鹏、肖 智

河北华夏幸福：尹鸿博、任

航、高准翼

长春亚泰：何 超

山东鲁能泰山：蒿俊闵、王大

雷

天津权健：王永珀、赵旭日

北京人和：邓涵文

德国云达不来梅：张玉宁

《盲约》上演“剩女相亲记”

蒋欣：脱单的重要因素在于“合眼缘”

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4号）和我省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按照《关于
做好 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
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苏农开产〔2017〕20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丹阳市
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
目入库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扶持范围、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扶持范围
1、根据《丹阳市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

业特色产业规划（2016-2018）》2018 年补
助项目限粮油、食用菌两大产业

2、贴息项目除上述《规划》中两大产
业外可增加 1-2个产业（根据申报情况确
定）

（二）申报对象及条件
丹阳市范围符合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产业化发展项目立项条件的涉农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类专业
大户。其中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要
求是2015年12月31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
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家庭农场要求在

2016年6月30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
二、主要政策
（一）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

包括贷款贴息项目和财政补助项目。
（二）财政补助项目优先扶持以高效

农业种养基地建设、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
引进与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项
目，促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提
高扶持环节和项目的精准性，项目投资重
点投向生产经营性设施设备。

（三）单个贷款贴息项目财政贴息额：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殖类专
业大户为2万元以上，涉农企业为20万元
以上，上限不超过 300万元。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殖类专业大户要求
落实单笔贷款50万元以上，涉农企业要求
落实单笔贷款100万元以上。最高准予贴
息贷款额度不超过1亿元。

（四）单个财政补助项目财政投资规
模：涉农企业为 120－200万元；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40－60万元；种养殖
类专业大户为20－50万元，具体财政补助
项目和补助额视年度项目财政投资规模

及项目申报情况确定。
三、项目申报要求
（一）财政补助项目
1. 有助于补齐农业产业链条短板，提

高农业产业整体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2. 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
3. 市场潜力较大，带动农民增收，预

期效益好；
4. 建设方案、产品技术和工艺路线合

理，申报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
约利用要求，有利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5. 投资估算合理，自筹资金来源有保
障，筹资方案可行；

6. 土地流转用地或项目建设用地、环
评等手续合法合规。

（二）贷款贴息项目
1. 贴息贷款用途符合国家金融政策

和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扶持范
围。

2. 贷款期限、贴息期限及额度等符合
规定要求。银行贷款合同签订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以后，贴息周期为 2018年
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贴息资金在

2019年结算，项目明确为2019年度贴息项
目。贴息率不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四、申报内容、截止时间
（一）申报内容
1、补助项目：单位名称、地址、投资内

容、投资规模、联系方式
2、贴息项目：单位名称、地址、贷款总

额、贷款用途、联系方式
以上申报内容可直接发送至邮箱

（dyj51101@126.com）
（二）截止时间：2017年8月25日
五、申报联系人及电话：
陈新辉86922020 吉承东86529184
监督电话：胡文彩86563826

丹阳市农业资源开发局
丹阳市财政局

丹阳市农业委员会主办
为农服务热线：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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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丹阳市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通知

8月下旬至9月上旬，我市水稻将陆续
进入破口抽穗期，水稻穗期是产量形成的
关键时期，也是多种病虫发生危害的高峰
期。特别是近段时间田间稻纵卷叶螟虫
卵量高，纹枯病仍处于上升期，稻瘟病和
稻曲病的潜在威胁大，若不加强防治，将
对水稻生产造成较大威胁。为此，各地应
高度重视水稻穗期病虫害的防治，全面发
动，切实打好以稻瘟病、稻曲病、稻纵卷叶
螟、纹枯病等为重点的水稻穗期病虫防治
总体战，为夺取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防治意见
1、第一次防治时间为 8月 20日前后，

主治稻纵卷叶螟、稻瘟病、稻曲病、纹枯
病，兼治稻飞虱、螟虫等其它病虫。

配方为：每亩用 25%甲维·茚虫威 10
克+40%嘧菌酯20克+75%三环唑30克，兑
水40公斤喷雾。

2、第二次防治要做好分类指导：
（1）对 8月底 9月初之前破口的田块，

在水稻破口始穗期（即10%左右的植株大
肚裂口时）用药，主治稻瘟病、稻曲病、稻
纵卷叶螟、稻飞虱，兼治纹枯病等其它病
虫。

配方为：每亩用 40%稻瘟灵 100 毫升
（或 75%三环唑 30 克）+ 24%井冈霉素 30

克+24%甲氧虫酰肼 30 克 +50%吡蚜酮
10-15克，兑水40公斤喷雾。

（2）对 9月上旬破口的田块，要在 8月
28-29号用一次药，破口时再防治一次，配
方仍可选择用上述配方，但要注意做到交
替用药。

注意事项
1、为确保防治效果，应做到先上水后

用药，药后保持3-5天左右的水层。
2、用药后，若在6小时内遇雨，要及时

进行补治。
3、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严

禁使用高毒农药及其复配剂，严禁使用未

在水稻上取得登记的农药。
4、上述药剂对蚕桑和鱼类毒性较高，

用药时注意蚕桑和水生生物安全，药后注
意水浆管理，田里的水不要直接放入池塘
内。

5、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保护
生态环境。

6、若遇高温天气，一定要避开高温时
段用药，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田
间作业，并控制作业时间。

7、关注破口抽穗期天气预报，若破口
抽穗期遇雨尽量抢雨前用药。

狠抓关键 打好水稻穗期病虫防治总体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