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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亮时，直行车辆与对向左转车辆“抢道”——

这个路口有点“乱” 本报讯 22日上午10时许，
丹阳站北广场进站口的实名制
验证平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
对进站旅客进行着人、证、票一
致性验证，突然一名男子递过
来的身份证引发了报警器，报
警器显示该男子为网逃人员。
执勤民警小邱立刻赶到验证
台，同时安排两名辅警对男子
实施控制。

据现场所查，该男子所持
车票显示其购买了当日丹阳至
武昌的 D3022 次列车，经过民
警小邱对该男子身份信息的再
次核查，确定该男子确系涉嫌
盗窃案的网上逃犯。随后民警
将其带至民警值班室作进一步
盘查。

经进一步核查，该男子系
郭某某，湖南岳阳人，今年 33

岁。今年7月20日早上8时，犯
罪嫌疑人郭某某伙同龚某在岳
阳楼区梅溪桥综合批发市场扒
窃一老人现金200元，随后被当
地警方网上通缉。而让民警诧
异的是，年轻的郭某某此次并
非初犯。早在 2000 年的时候，
年仅16岁的郭某某就因为盗窃
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随后在
2006年又因为吸毒被劳动教养
了 2 年。“从报警器发出报警到
被带至民警值班室，郭某某始
终未露出一丝慌乱的神色，反
而异常淡定。”民警说道，郭某
某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没有任何辩解。

据悉，目前郭某某已由丹
阳站派出所暂时羁押在市看守
所，随后将移交湖南警方作进
一步处理。 （陈哲 尹媛）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民
刘先生向记者反映，称自己前
一天晚上在八佰伴看完电影
从商场停车场驶出后，遇到了
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刘先
生表示，当时自己从停车场驶
出后便打算往西行驶。当位
于东进大酒店路口的绿灯亮
起时，他正常地开始缓速向西
行驶。但让刘先生意外的是，
这时候从对面相向而行的几
辆车一下子开到了他的面前
左拐，从他的车前驶过，往中
山路方向去了。“我当时让坐
在后座的家人看了下我们车
后的红绿灯，因为我觉得很奇
怪，怀疑他们是不是闯红灯
了。可是家人从窗户向外看
了看，竟发现圆饼灯是绿灯，
也 就 是 说 ，他 们 并 没 有 走
错。”

那么，是否真如刘先生所
说，是该路口的红绿灯设置存
在问题呢？昨天下午，记者来
到位于白云街东侧的红绿灯
处。记者在该路口发现，这个
路口的红绿灯和其他十字路
口的红绿灯确实存在差异
——该路口东侧的道路为单
向道，也就是说，从八佰伴停
车场出来后，机动车只能往西
行驶到该十字路口。并且，在
相向车道，车辆开到此处只能
向南或者向中山路西侧路口
行驶。

记者看到，当路口东侧绿
灯亮起时，西侧绿灯也亮了。
接着，刘先生所说的一幕便发
生了。自东向西直行的车辆
与自西向东左拐的车辆出现
了“碰头”情况。一段时间过
去，记者发现，每当出现这样
的情况时，有时候直行车辆会
让拐弯的车辆，有时候拐弯的

车辆会让直行的车辆，而有时
候，由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按照
红绿灯正常行驶，便互不相
让，相互按喇叭。记者注意
到，这个路口当时并没有执勤
民警在附近，所以交通有时候
会出现一点“小混乱”。对此，
刘先生表示，他希望相关部门
能注意到这里的红绿灯问题，
或者让执勤民警在此指挥交
通。不然司机们开到这里还
真的有些郁闷。

随后，记者与我市交巡警
大队取得了联系，并就该路口
的实际交通情况进行了咨
询。一位负责人表示，在该路

口选择使用圆饼灯是根据该
路口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

“由八佰伴停车场下来后，车
辆可以有三个方向选择，其中
向西直行的车辆并不算多，所
以这里的交通冲突不算很明
显。”这位负责人表示，根据相
关交通法律法规。在该路口
通行时，如果从东进大酒店向
中山路路口方向行驶的车辆
应该礼让对面的直行车辆。

“一般情况下，在上班早晚高
峰期，我们会有执勤民警在路
口进行疏导，确保该路口的交
通通畅。”这位负责人说道。

（马骏 文/摄）

一“淡定”累犯在我市落网

本报讯 日前，家住万家欢
宿舍楼的周女士拨打本报报料
电话 86983119 称，城管局路灯
管理所的“光明使者”及时行
动，为居民们安装了便民路灯，
带来了光明。

据了解，近日，城管局路灯
管理所接到市民反映，称万家
欢宿舍楼附近没有路灯，周边
居民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
患，申请安装路灯。

“接到反映后，我单位立即
派人到现场去查访了解，得知
市民反映情况属实，我们党支
部第一时间派出党员志愿者赶
赴现场，为居民安装了便民
灯。”路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万家欢宿舍楼属于老
旧小区，各种线路线缆较为杂
乱，为避免重新安装角铁对原
线路的影响，路灯所党员志愿

者决定在原有的角铁架上安装
路灯。由于墙体和线缆的间距
较近，志愿者只能钻进墙体与
线路的间隙中进行安装，操作
起来十分费时费力。经过一上
午的努力，终于在巷口过道处
安装了两盏便民灯，维修更换
一盏楼道灯，并且全部亮灯。

“现在装上了路灯，晚上散
步方便多了，安全隐患也消除
了，路灯管理所真是好样的。”
居民赵先生说道。

（赵鑫 李潇 文/摄）

便民路灯照亮市民回家路
送去光明 温暖你我

丹阳市路灯管理所协办
24小时路灯报修电话：86911100

创新储蓄存款工具

精选公募基金

优选保险

柜台国债

账户交易类产品

特色资管计划

优质理财

个人融资类

精品贵金属

“存”在现在，“款”待未来，薪金溢，节节高，
大额存单，“存”出您的从容人生！

“优”基来袭，“十”基难得，限时1折，投出您
的精彩人生。

“保”您幸福，限时超值服务，8月28日，保出
您的无忧人生！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持有至到期或交易买
卖，多种投资方式助您实现理财梦想。

智“惠”投资，交易有礼，点差优惠，直通年
底。

情牵七夕，爱在一起，特色资管计划，盛情相惠。多种运作期限任
选，业绩基准有竞争力，稀缺资管计划，限时限量抢购。

“老”客巨惠，“新”客有礼，全周期，全品类，工银理财，助您
实现财富人生。

随心融E借，乐享优生活。用银行的钱去消费，用
自己的钱去理财。

幸福小苹果，爱你不嫌多。绚丽金玫瑰，财富
永相随。

8月28日，“金”喜来袭，以“理财汇、会理财”为主题，践行普惠金
融，围绕大众客户、全量客户金融需求，提供优质、优价理财产品和综
合化理财服务，解决投资理财“选择困扰”，促进理财观念养成，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

8月28日，预期收益5.1%优质理财，精选基金申购费1折，特色
资管计划，稀缺大额存单等精彩呈现，专业优选，九类汇聚，更多惊喜
等您来！

8.28距 “工银理财节”还有 天！4

昨日上午，走进丹北镇滨江
村的荣江园里，只见园内栽种了
火龙果、无花果、藕莲子、樱桃等
新鲜果品，负责人顾传荣正在和
工人一起采摘无花果。“这小小无
花果在超市竟卖十几元一斤，今
年我也种植了十几棵果树，没想
到不仅存活了，而且还结满了果
子。”顾传荣边说边把刚采的无花
果装进了篓子里。

顾传荣是安徽凤阳人，早些
年嫁入丹阳界牌镇后，一直经营
企业。从小与土壤打交道的她一
直想承包个农庄进行生态绿色蔬
菜种植。2015年，顾传荣投资了
300余万元承包了村里100多亩
荒地和200多亩良田，做起了“新
农民”。围绕绿色、生态，顾传荣
的荣江园里所有的瓜果蔬菜均使
用鸡粪、猪粪等动物粪便做肥料，
虽然产量不如大棚瓜果，但口感
却是一流，而这样做的原因，只因
怀念小时候的味道。“从小在乡间
长大，吃惯了生态蔬菜，现在人们
对口感的需求不断加强，索性我
自己种植，品质有保证。你看那
片稻田，去年的产量只有500斤/
亩，但我已经觉得很好了，因为都
是用豆饼施肥，不打农药，产量虽

低，但口感好，销路不愁。”顾传荣
说道。

因为临江而建，所以荣江园
里的水面面积有70多亩，多数还
都与长江相连，其中养殖了鱼、
虾、黄鳝、河蚌等水产。“临江的好
处便是能够引用长江水养殖，每
年换水3至4次，在进水口进行杂
质过滤，再加上投喂的饲料都是
青草、螺蛳青等，这里养殖出来的
水产品口感，竟比江鲜还鲜。”顾
传荣说，绿色农业是今后的发展
趋势，只有将自己的农庄做出特
色才能生存下去。“每到周末，驱
车从上海、南京来玩的游客特别
多，他们都很喜欢田园生活，不仅
可以吃农家菜、赏自然风景，更重
要的是能够在紧张、繁琐的工作
之余放松心情。”

顾传荣告诉记者，目前园内
已完成了具体规划，各区域设施
在逐步进园。“今年，村里要修好
几条道路，等修成后，游客将更加
方便且容易找到荣江园。我想将
荣江园打造成公园一样的休闲农
庄，耳边有鸟叫蛙鸣，眼前有小桥
流水，白天可以采摘游泳，晚上可
以烧烤住宿……”对于具体完工
后的荣江园，顾传荣无限遐想。

（王达方 菀滢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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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三

课堂养种
扫一扫，关注丹阳

日报有机农场！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
稳定农业生产、降低自然灾害损
失和保障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
义。从 2007年开始，我市积极推
行农业政策性保险，保险品种逐
渐由水稻、小麦、油菜等扩大到目
前我市高效农业可参保品种的全
覆盖。为进一步拓展农业保险保
障领域和力度，今年8月，市农险
办等部门紧抓丹阳被确定为镇江
唯一、全省14个农业大灾保险试
点县（市）之一的契机，正式启动
了大灾水稻保险试点。然而，记
者昨天从市农委获悉，至大灾水
稻投保期结束，全市只有六户水
稻种植大户投保，承保面积仅
2600多亩。

大灾水稻保险是一项惠及农
民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何在推
行之初就遭遇农户的“冷遇”呢？
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在珥陵镇
中仙张留村种粮大户唐黎明的水
稻田头，唐黎明正组织人员进行
水稻穗期病虫害防治。他望着长
势嫩绿、已经入抽穗期的水稻告
诉记者：“今年我种植的 1300 多
亩水稻全部投保了水稻大灾保
险，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他说，

之所以选择投保农业大灾保险，
主要是考虑到粮食生产是‘露天
工厂’，一旦遭遇自然灾害袭击令
人防不胜防。“现在每亩大灾水稻
保险只需缴纳 13.2元，如果遇到
灾害性天气或病虫草害，每亩水
稻最高赔付可达 1100元，我觉得
还是很划算的。”

“大灾农业保险的推出，可以
说是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量身定
做的专属保险产品 。”据市农险
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大灾水
稻保险条例规定，我市种植面积
在50亩及以上的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
体，均可按照自愿原则申请投保
《江苏省农业大灾水稻种植保
险》，保额 1100 元/亩，农户缴费
13.2 元/亩。水稻大灾责任保险
新增了“高温热害”。保障水平也
大幅提升，政策性水稻保险金额
由上年的 550 元/亩提升至最高
700元/亩，参加大灾水稻保险后
再提升至 1100元/亩。在保险期
限内，保险水稻发生保险责任赔
付，政府与人保财险丹阳支公司
按5:5比例分摊赔款。 根据生长
期的不同，投保大灾保险的水稻

还执行不同的赔偿标准，移栽成
活至分蘖期，受灾保险水稻按每
亩保险金额损失率的40%进行赔
偿，拔节期至抽穗期，受灾保险水
稻按每亩保险金额损失率的70%
进行赔偿，扬花灌浆期至成熟期，
按照每亩保险金额的损失率
100%进行赔偿。若发生损失后
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率，则将实行
两次定损。

如此惠及粮食规模经营主体
的水稻大灾保险，为何没有推行
开来呢？市农险办负责人分析，
主要原因有这样几方面：一是水
稻大灾保险下来较迟。我市水稻
原有政策性保险在7月15日就基
本投保结束，而水稻大灾保险却
是在 7 月 15 日之后才开始实施
的，因此大户对此次大灾保险参
保积极性不高。二是涉及大灾水
稻保险的个人缴纳保费问题。从
2011年开始，我市对水稻、小麦、
油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原来由
农户自交这块改由市、镇二级财
政补贴，农户无需缴纳任何的保
费。而现在农户投保大灾水稻保
险每亩要缴纳 13.2元的保费，很
多水稻种植大户对此不太情愿。

三是一些镇、村在水稻大灾保险
的政策宣传和具体操作对接上与
农民还有一定的“距离”。虽然市
人保丹阳支公司提前向全市种植
大户发送了投保大灾保险短信，
但是不少种粮大户对究竟怎样办
理大灾水稻保险还不太明白，再
加上当地有关涉农部门没有及时
有效地进行对接，让一部分想投
保农业大灾保险的大户未能如
愿。

横塘双合村种粮大户景建平
是一位家庭农场主，承包种植了
330 多亩水稻。去年以来，围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投资
了粮食烘干和稻米加工设备，由
原来的卖稻谷原料转向无公害稻
米加工销售，拉长了稻米产业
链。当记者问他今年有没有投保
新的水稻大灾保险？景建平如是
说：他在乡村有关会议了解到水
稻大灾保险这一政策，当时很心
动也想参保，因为农业生产容易
受到天气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稳定性，而参保大灾农业保
险后，其保障力度更高，但自己并
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理投保手
续，因而错过了今年大灾水稻保

险的投保时间。
大灾水稻保险如何更好地推

行？市农委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受今年暴雨灾害影响，上半年，我
市农业保险已累计处理案件
1150 个，支付赔款 858.57 万元。
赔案的数量和金额较去年同期有
大幅提升。他就此提出了建议：
应该降低投保大灾水稻保险户个
人缴纳的保费。“大灾水稻保险保
额每亩 1100元，如果扣除我市享
受财政补贴的水稻政策性保险每
亩保额 700 元，实际按照新增的
400 元保额进行分摊的话，规模
种植户只需每亩自付 4.82元，如
果再根据我市出台的扶持家庭农
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农户投保大
灾保险只需支付 2.42 元/亩。如
果在这些方面能进行适当调整，
进一步降低参保大灾水稻保险户
个人缴纳的费用，或许能够调动
我市种植大户参保大灾农业保险
的积极性。”

（毛梦琪 蒋须俊）

全市投保大灾水稻保险的种植大户只有六户，承保面积仅2600多亩——

大灾保险，缘何叫好不叫座？

当前，我市水稻陆续进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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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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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植保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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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8 月 20 日前
后，我市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水稻
穗期病虫害防治，近日，第二次
防治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一虫三病”防治，绝不
能掉以轻心

近日，市农委对稻纵卷叶
螟、纹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进
行了监测。据各地赶蛾观察，五
（3）代蛾峰期拉得长，从 8 月初
蛾量上升进入峰期以后，蛾量一
直较高，目前部分赶蛾点蛾量虽
然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蛾峰期。
根据发生程度分级标准，五(3)代
稻纵卷叶螟达大发生程度，因
此，市植保站负责人提醒，各地
及种粮农户一定要继续做好防
治工作，以保护水稻功能叶不受
危害。

由于水稻分蘖期多为高温
干旱天气，对纹枯病的发生不是
十分有利，因而总体上今年纹枯
病见病迟，前期发展缓慢。但随
着穗肥的使用，田间郁蔽度的增

加，以及前一段时间多阴雨天
气，造成田间高温高湿的小气候
条件，十分有利于纹枯病的发生
和蔓延，近段时间纹枯病上升速
度较快。目前纹枯病仍处于上升
期，预计今年我市水稻纹枯病总
体上仍将达中等至偏重发生程
度。

品种的感病性和破口抽穗期
的天气情况直接影响稻瘟病的发
生程度。由于前几年穗颈瘟或枝
梗瘟在我市部分地区、部分田块
发生危害重，加上秸秆还田比例
大，田间残留了大量的菌源。今
年在水稻分蘖期，我市有局部田
块叶瘟发生严重，也为穗颈瘟的
发生提供了菌源。根据中长期天
气预报，8月下旬后期，我市将有
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上旬的
降雨量也略偏多，降雨时段与我
市大面积水稻的易感生育期较吻
合，将非常有利于穗颈瘟的发生，
因此市植保站提醒，各地对稻瘟
病的防治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一
旦错过防治适期，将可能造成严
重危害。稻曲病也是一种气候型
病害，破口抽穗期若遇连阴雨天
气将会加重病害的发生。市植保
站专家提醒，对该病的防治只能
在破口抽穗前7天左右及破口抽
穗期进行两次预防，才能取得较
好的防治效果。

今年稻飞虱总体迁入量偏
少，目前田间虫卵量均较低，若后
期没有补充迁入，将为轻发生
年。可以结合穗期病虫防治做好
兼治工作。另外，部分田块可查
见零星水稻细菌性基腐病，若田
间出现明显的发病中心或有扩散
加重的情况，要及时进行防治。

抓住破口始穗期，分
类进行交替用药

对于即将展开的第二次防
治工作，市植保站专家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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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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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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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为确保防治
效果，农户应做到先上水后用
药，药后保持 3~5 天的水层；用
药后，若在 6 小时内遇雨，要及
时进行补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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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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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药包装废弃
物的回收；若遇高温天气，一定
要避开高温时段用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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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素娣 龚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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