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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最
近，有读者来电反映，称香草
路位于乾泽园南大门口附近的
这一路段，机动车道上的路面
出现了大面积下沉的情况，除
了给过往车辆造成了通行困扰
之外，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读者尤其担心，如果情况
继续恶化，路面随时有可能会
塌陷，甚至出现空洞，届时后
果难料，因此，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对此进行修复。

前天，记者来到现场，当时
的阳光有些刺眼，路面也有些反
光，如不细看，一下子根本无法
看清路面的真实情况。记者细
看后发现，就在乾泽园小区南大
门口附近的这段机动车道，有一
大片路面都出现了下沉的现象，
路面起伏不平，严重的地方凹陷
得十分厉害，甚至连路面的行车
标志都由直线变成了曲线。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绝
大部分车主在开车经过时也确
实都没能及时减速，就这么

“跌宕起伏”地冲了过去。不
过，附近住户在经过时则明显

有经验得多，记者看到几辆车
从乾泽园小区驶上了香草路的
机动车道，车主们都是减速慢
行，直到路面平坦处，才开始
加速行驶。“香草路的路况还是
非常不错的，既宽敞，路面又
平坦，所以大家开车的速度一
般都比较快，一时间确实很难
注意到路面有凹陷的情况，除
非是像我这样居住在附近的
人，每天来回都会经过这里，
熟悉路况后就会刻意地放慢车
速。”一附近住户对记者说道。

采访时，附近住户告诉记
者，他们也是最近才发现路面出
现了下沉的情况。“原本路面很
平坦，不知是最近的气温升高
了，还是受了旁边河道正在施工
的影响。”乾泽园一业主对记者
说道。随后，他指向了路面一块
凹陷得比较严重的地方说，车轮
胎压过此处时，人坐在车里甚至
都可以感觉到路面软绵绵的，这
天气越来越炎热，车辆频繁碾压
加上高温烘烤，路面随时都有可
能会塌陷。“最怕路面在车子经
过时突然塌陷，车子一旦陷进

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位业主说
道，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出现险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
快对此路面进行处理，消除安全
隐患。

记者随后向朝阳市政了解
情况，得知乾泽园南门门口的
香草路路段之所以会出现下
沉，是因为乾泽园旁二级沟正
在进行泵站顶管施工，管道需
由二级沟横穿香草路地下再通
向路对面的香草河，所以香草
路路面便会受到影响。相关负
责人表示，一般情况下，路面
恢复工作应由施工单位负责，
但近日施工单位准备把这项工
作交由市政，目前双方正在协
商过程中。

香草路路面起“波澜”过往车辆太颠簸
车主：万一塌陷坠坑怎了得？

水关西路网格线总被“忽视”占用
交警部门：即将安装监控，违规停放者将面临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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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咨询：如何办理
准生证？

答复：携带结婚证、双
方身份证、女方 1 寸照片 1
张和双方未生育过子女的证
明，未育证明可以由正式单
位出具也可以由村（居）委
会出具，到居住地乡镇或街
道计生办办理。

●读者咨询：外地人如
何补办身份证？

答复：可携带由丹阳任
何一处派出所签发的居住证
或申领居住证的证明，以及
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到开发
区派出所办理。

●读者咨询：门头审批
应如何办理？

答复：对房子拍照，并

让广告公司将门头的效果图
附加在照片上，然后带两份
制作好的照片、营业执照复
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到行政
审批中心城管窗口（2 楼西
边）申报。

●读者咨询：如何办理
慢特病卡？

答复：符合慢特病病种
规定的患者可携带疾病诊断
证明、门诊病历、出院小
结、相关检查、社保卡、本
人身份证复印件、1 张 1 寸
照片到城区公立医院、乡镇
卫生院及社区服务中心提供
相关材料及时办理申报手
续。2018年上半年每月审批
一次，7月以后每季度审批
一次。

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近
日，有市民反映江南人家小区北
大门附近的网格线上违停现象比
较严重，给其他车辆的通行造成
了极大的困扰，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对此处加强监管，维持周边停
车秩序，保障道路通畅。

昨天，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在江南人家北大门前的水关

西路上，机动车道中间用绿化
带隔离，而在绿化带的不少分
段中都划有网格线。当时是上
午十点左右，记者看到，绝大
部分车辆都规范停放在了泊位
上，只是偶尔有来此办事的车
辆会短时间停放在网格线上，
违停现象似乎并不严重。对
此，记者采访了部分沿街商铺

的店主了解到，原本网格线上
的违停现象确实非常严重，经
常将绿化带分段之间的空位堵
得严严实实，令过往车辆无法
拐弯行驶，交警部门为此也想
了多种办法，之后在网格线周
边安放了隔离柱，这才使得情
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现在平时网格线上停放车
辆的现象确实已经比较少见，但
只要到了下班高峰期，周边小区
住户纷纷开车回到家，在小区缺
少车位的情况下，部分车主依然
会把车停放在网格线上。”有店
主对记者说道，网格线上停车不
仅违规，更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
行，给他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这位店主说，虽然警示牌上写明

“网格线内禁止停车，违者拖
移”，但交警人员不可能时时到
场监督，导致有些车主仍然心存
侥幸心理。因此，采访时，大家
强烈建议交警部门能够在此安
装监控，记录违规停放行为，并
对车主进行处罚。

随后，记者把市民的困扰和
提议反映给了交警部门，了解到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着手处理此
事，并决定近期就会派人前往安
装监控，同时交警部门也提醒广
大车主，勿再将车辆违规停放在
网格线上，否则将会面临处罚。

上期回复
◆金宛新村之前进行老

小区改造，工作人员表示会
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长椅，
供小区居民使用，但至今无
人安装，居民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安装。城管局回复，该
局已通知绿化施工单位与金
宛新村小区的相关负责人联
系并予以解决。

◆开发区黄金塘西路
“双峰玻璃有限公司”门口
的机动车道上有很多大
坑，影响通行，市民建议
进行修复。开发区管委会
回复，开发区城管局正在
统计工程量，待招标后统
一修复。

本期关注

■读者反映：
丹阳与丹徒交界处的

丹上路200米处缺少路灯照
明，到了夜间漆黑一片，
过往行人在经过时存在安
全隐患，市民建议在此处
安装路灯。

司徒镇屯田村东贺村
至今没有一条硬化路，尤
其是通往村委会的路也是
坑坑洼洼，村民希望在村
里能够浇筑一条水泥路。

上周日，朝阳市政的施工人员前往丹凤实验小学门口，
对路面修复处进行沥青铺设，恢复了路面平整。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陈锁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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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彩“11 选 5”独家开展的
2800 万新春大派送眼下正火热进
行！这份属于江苏体彩购彩者的专
属福利没有理由错过，全省各地的中
奖喜讯不断传来。

常州溧阳一网点一天喜中4万多
3月9日，在派奖活动开始的第二

天，常州溧阳04576体彩网点累计中得
“11选 5”奖金 4万多元。9日上午，徐
先生进店后，业主张女士向他主动推
荐“11 选 5”开展的 2800 万大派送活
动，买任选三可以加奖2元，玩法简单，
选对三个就中奖。徐先生听了以后感
觉很有趣，于是进行了任选三投注，在
购买了几期以后，中得了一次5000多

元的奖金。然后，徐先生持续购买任
选三倍投，分别中得了几次上万元的
大奖。小徐领奖后也提醒喜欢购彩的
朋友，投注重要的是心态，娱乐为先，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扬州资深玩家斩获乐选三1.2万
元

3 月 12 日，扬州市 10101 网点传
出喜讯，“11选 5”玩家老赵喜获体彩
乐选三奖金 12000 元。据老赵讲述，
他是一位资深玩家，在当地也算是小
有名气。老赵说，在体彩“11选 5”玩
法中，他从前最擅长前三直选，虽说
投注难度大，但是奖金分量十足，但
也经常因为号码排列问题，与大奖失

之交臂。自从有了乐选玩法，因其新
增的容错功能使得中奖机会加大，对
他来说更是如虎添翼。3 月 12 日下
午，老赵以“11、02、09”三个号码投注
乐选三，倍投 8倍，第 51期全部命中，
由于每倍派奖 116元，老赵共赢得奖
金12000元。

“11选5”2800万派送火热进行
中

据了解，本次“11 选 5”开展的
2800万大派奖玩法包括任选三、任选
五、乐选三和乐选五。每天从第 1期
至第82期，对派奖玩法中奖彩票派送
金额如下（含多期票）：任选三中奖票
每注派奖 2元；任选五中奖票每注派
奖20元；“乐选三”一等奖中奖票每倍
派奖 116元，二等奖中奖票每倍派奖
36 元，三等奖中奖票每倍派奖 3 元；

“乐选五”一等奖中奖票每倍派奖220
元，二等奖中奖票每倍派奖10元。

“体彩顶呱刮十周年庆”在江苏
上市后，掀起了一阵刮彩旋风。3月
15日，无锡02025网点传来喜讯，购彩
者张先生成为江苏省首位刮出“体彩
顶呱刮十周年庆”100 万元大奖的幸
运儿。

据了解，张先生是 02025 网点的
常客，平时喜欢 11 选 5、顶呱刮等玩
法，因为觉得这些玩法开奖快、中奖
机会多。3月 15日，张先生来到网点
购买 11 选 5，像往常一样，他熟练的
报了一组号码，便坐下等待开奖。这

时，他无意中看到了“体彩顶呱刮十
周年庆”的海报，一时兴起就买了一
本。没想到运气那么好，刮到第10张
时，中奖号码“04”出现在“你的号码”
中，张先生慢慢刮开下面的数字金额
后，一时愣住了，隔了好一会儿，他才
终于相信，自己刮出了100万大奖。

除了丰厚的奖金，“体彩顶呱刮
十周年庆”带来的超值回馈也让其更
具吸引力。4 月 15 日前，凡“体彩顶
呱刮十周年庆”单票中 1万元的购彩
者，可获赠1万元十周年大礼包；单票

中 500 元的购彩者，可获赠 200 元即
开票；单票中100元的购彩者，可获赠
100元即开票。在“十周年庆”新票上
市活动期间，还有支付宝消费送顶呱
刮活动，用户使用支付宝进行任意消
费后，即有机会获得 5元至 20元的体
彩顶呱刮兑换券劵一张，凭此兑换券
即可在全国体彩网点兑换等面额的
体彩顶呱刮即开票。
（丹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稿）

彩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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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34期开奖，全
国中出 5注头奖，单注奖金 860万元，分别被辽
宁、福建、河南、湖南、广东5省份的购彩者收入
囊中。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达 51.96 亿
元。本期全国共销售 2.12亿元，筹集彩票公益
金7636万元。

5注860万头奖落五地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号码为“08、11、

22、27、32”，后区号码“03、07”。全国中出5注头
奖，单注奖金860万元，分别被辽宁、福建、河南、
湖南、广东五地的购彩者擒获。其中广东中出的
1注头奖，出自佛山，幸运儿凭借一张“6+3”组合
复式票，投注金额36元，中得一等奖1注、二等奖
2注、三等奖5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878
万元。河南中出的1注头奖出自洛阳，中奖彩票
是一张前区 4胆 30拖的胆拖复式票，投注金额
60元，中得一等奖1注、三等奖29注，单票中奖
金额869万元。福建中出的1注860万元头奖出
自泉州，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该票
中得一等奖1注、五等奖2注、六等奖2注，可谓
是注注中奖。湖南中出的头奖出自娄底市、辽宁
中出的头奖出自沈阳，这2张中奖彩票采用的也
是单式投注法，其中1注命中860万元头奖。

由此可见，运用好复式、胆拖的投注利器，可
以为购彩者赢得更广的中奖面和更多的中奖机
会。本期，遗憾的是这5省份的幸运儿均未进行
追加投注，白白错失了追加奖金。

51.96亿元奖池滚入下期
本期，二等奖、三等奖继续呈井喷态势。二

等奖开出110注，每注奖金7.8万余元；其中26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4.7万余元。三等
奖开出1088注，每注奖金3000元；其中312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800元。

本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小幅
下降，将有51.96亿元奖池金额滚
入下期开奖。2元投注可中1000
万，3元投注可中1600万，玩大的
就买体彩大乐透。

“11选5”2800万派送火爆
江苏购彩者尽享专属福利

“体彩顶呱刮十周年庆”受欢迎

无锡中出江苏首个百万

新华社莫斯科3月27日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7
日赴购物中心火灾现场悼念死
难者，指认“疏忽大意”是重大伤
亡的主要诱因。

25日，克麦罗沃一家名为“冬
天的樱桃”的购物中心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64人死亡，迄今仍有38
人下落不明，其中大部分是儿
童。警方已拘留5名嫌疑人，其中
一人是保安，涉嫌关闭火警告示
系统或没有打开这一系统。

【火警失灵】

普京 27日一早抵达西伯利
亚克麦罗沃州首府克麦罗沃市，
在发生火灾的“冬天的樱桃”购
物中心一面悼念墙边摆放花束。

同一面墙，成为临时祭奠场
所，摆放着当地民众奉上的鲜花
和玩具。

普京召集官员开会，指认火
灾根源是消防安全疏漏。“不是
战争，不是甲烷泄漏爆炸事故。
人们来这里休闲，还有孩子。我
们一直在讨论人口（增长缓慢）

问题，却一下子失去这么多生命
……为什么？是因为疏忽大意
导致过失犯罪，因为马虎懈怠。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主
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通报：

“（购物中心）火灾报警系统自 3
月19日起处于失灵状态，但没有
人处置这一问题。”

他还说，购物中心一名保安
在火灾发生后没有打开运行正
常的火警告示系统，所以没有发
出疏散通知。“我们找不到合理
解释。”

媒体报道，那名保安可能关
闭了火警告示系统。

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斯
韦特兰娜·彼得连科 26日说，警
方拘留 5名嫌疑人，包括那名保
安和为购物中心维护火警系统
的企业下属两名员工。

“冬天的樱桃”25 日过火面
积大约 1500平方米。购物中心
2013 年开业，内设电影院、宠物
区、儿童中心、餐馆和商店等。

购物中心房顶坍塌，官方确
认至少64人遇难。媒体推断，死

亡人数会继续上升。俄罗斯社
交媒体流传一份未经官方证实
的失踪者名单，列入 20名儿童，
最年幼者5岁。

巴斯特雷金说，仍有37具遇
难者遗体身份有待遗传基因鉴
定确认，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究因追责】

媒体推测，警方可能拘捕更
多嫌疑人。

彼得连科26日说，事发购物
中心建造和运营过程涉嫌违反
一系列安全规范，至少部分消防
安全出口处于锁死状态。一些
目击者称，起火后报警声未响
起，自动洒水装置没有启动。

彼得连科说，消防和刑侦专
家正调查起火原因，电气线路短
路是最可能的起火诱因之一。
调查人员怀疑，购物中心违反用
电规范，电网负荷过大致使电线
短路。

除“短路”说外，克麦罗沃州
副州长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起火点可能是

4层游乐区。媒体报道，一名少
年玩蹦床，用打火机点燃泡沫橡
胶床垫。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5 日
报道，四层儿童游乐区大约15时
10分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同一
层的儿童溜冰场、游泳池和电影
院。

俄罗斯电视台 25日画面显
示，购物中心楼顶浓烟滚滚，楼
内一些人被迫跳窗逃生。

俄卫生部长韦罗妮卡·斯克
沃尔佐娃 26 日说，医院收治 13
人，其中一名 11 岁男孩生命垂
危。这名男孩因跳窗受伤，他的
父母在火灾中丧生。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莲京
娜·马特维延科说，某些商场管
理者希望在较低楼层售卖商品，
将儿童游乐区设置在最高层。
这次火灾表明这种做法构成安
全隐患。

俄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
安娜·库兹涅佐娃说，这场火灾
因“失职”引致，应对全俄类似结
构的购物中心紧急排查安全隐
患。

俄罗斯一购物中心起火 造成至少64人死亡

火灾现场普京怒斥“疏忽之罪”

温敏当选缅甸总统
新华社内比都3月28日电

缅甸联邦议会28日举行总统选
举，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元老
温敏（前译吴温敏）高票当选新
任总统。

经投票表决，人民院（下
院）议员团推举的温敏获得 403
票，得票数最高。军方议员团
推举的敏瑞以211票居次，民族
院（上院）推举的亨利班提育获
18票位列第三，另有4票作废。

根据缅甸宪法，总统由联

邦议会选举产生。联邦议会 3
个议员团分别推举一名副总统
参加总统选举。3 人中得票最
高者当选总统，其余两人按得
票数高低依次为第一副总统和
第二副总统。

温敏 1951年 11月 8日出生
于缅甸伊洛瓦底省，是民盟元
老级议员，现任民盟中央执
委。他 1990年作为民盟党员参
加议会选举并获胜，2016年2月
1日当选人民院议长。 33月月2828日日，，在缅甸内比都在缅甸内比都，，温敏温敏（（前右前右））参加议会会议参加议会会议。。

新华社马尼拉3月 28日
电 菲律宾警方 28 日说，菲北
部当天早晨发生一起卡车失控
冲入路边餐馆的交通事故，目
前已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

据当地警方通报，当天早
晨 6 时左右，在菲首都马尼拉
以南 120公里的八打雁省塔阿
尔地区，一辆停在路边的满载
甘蔗的卡车发生溜车，失控冲
入路边的一家餐馆，并同停在
餐馆旁的5辆汽车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正在餐馆内就餐
的4人当场死亡，3人送医后因
伤重不治身亡，另有 5 人受
伤。伤者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警方并未透露事故原因，
但表示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已
逃逸，目前警方正在对其进行
追捕。

菲律宾一卡车
失控冲入路边餐馆
致7死5伤

马其顿总统呼吁
慎重对待俄外交官

新华社斯科普里 3月 28
日电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 27
日表示，外交部驱逐一名俄罗
斯外交官的决定是“仓促的”。

马其顿外交部 26 日宣布
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并称
这是与北约和欧盟磋商后做出
的决定。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对
此表示，这一决定“不应该破坏
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驻马其顿大使馆
称，驱逐俄外交官是在俄马关
系中史无前例的挑衅行为。

前俄罗斯情报人员谢尔
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
在英国“中毒”事件引发的外交
风波持续发酵。近日，多个欧
盟成员国及美国、加拿大、乌克
兰等国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方则抨击这些国家串通反
俄，并表示将采取对等措施予
以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