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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宠物狗引发交通事故30余起
相关规定：宠物犬只未拴系或牵引不当引发事故，其所有人担全责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许建彪）如今，外出遛狗的市
民越来越多，而由宠物狗引发的
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24日，记
者从交警部门获悉，自 3月份以

来，城区发生了30余起车辆与宠
物狗的交通事故。此类事故双方
意见不一，引发了不少纠纷，尤其
在宠物狗的赔偿方面，更是引发
激烈争论。为此，交警部门提醒

广大市民，在使用交通工具载宠
物时，一定要照看好或用绳子固
定好宠物，谨防宠物跳下车。同
时在散步遛狗时，也要用绳子牵
引住，特别是在道路附近，防止小
狗乱串发生交通事故。

4月9日7时49分许，王某驾
驶一辆电动自行车，车前踏板上
载有一只宠物狗。当车子行驶到
丹凤北路阜阳桥附近人行横道
处，准备由西向东横过道路时，宠
物狗突然从车上跳下。此时，葛
某正驾驶一辆小轿车由北往南驶
来，无法避让，事故造成宠物狗当
场死亡。事后，经民警调解，双方
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

无独有偶，4月 16日傍晚时
分，在西环路上，一辆轿车撞死了
一条宠物狗。狗的主人声称自己
特别喜欢这只宠物狗，当她提出
索赔要求时，遭到了轿车驾驶员
的拒绝，于是找交警来评理。接
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交警赶到
事故现场。宠物狗的主人说：“轿
车司机至少也要道个歉吧，而且
事故发生时，狗还有心跳，还没

死，如果当时带它去医院，说不定
还可以救活。”但是轿车驾驶员并
不承认说过这话，他告诉民警，其
实是狗的主人出言不逊，让他十
分恼火。双方争执中，狗的主人
声称当初买狗花了 1000多元，且
已养了两年，现在狗被撞死了至
少要赔偿 2000 元。而司机认为
自己是正常行驶没有责任，坚决
不同意赔偿。最终，民警通过现
场勘查和耐心调解，双方才达成
一致意见。

“其实，如果双方都接受民警
的调解，事故就可以妥善解决。
而让人头疼的是，有的机动车与
宠物狗相撞的交通事故中，却因
为双方就赔偿金额问题始终无法
达成一致而一直悬而未决，无奈
之下，民警只好建议双方就民事
赔偿问题到法院起诉。”采访中，
交警部门介绍。

那么，撞死宠物狗到底该不
该赔偿？对此争执不下的棘手问
题，有律师认为，如果在公共场所
撞死撞伤了无证犬，驾驶员可以
拒绝赔偿；如果是有证狗，就说明

该狗有“合法身份”，狗主人可以
索赔；其次，要看出事时狗是否拴
养，是否和主人同行。如果没有，
则说明狗主人未尽到监管责任，
司机也可拒绝赔偿；再次，要看驾
驶员有无违法驾车，如果狗证齐
全，主人尽到监管义务，驾驶员无
违法，双方就应该协商解决；驾驶
员违法驾车，则应无条件赔偿。
双方意见始终谈不拢，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

记者了解到，根据江苏省公
安厅发布的《关于交通事故处理中
有关问题的意见》有关条款的规
定：对车辆与宠物犬只在道路上发
生碰撞、碾压、刮擦，造成宠物犬只
等伤亡的按照交通事故处理，在此
类事故中，因宠物犬只等未拴系牵
引或者牵引不当引发事故的，其所
有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在带宠物狗出门时，一定要加
强对狗的监管，不要让其在马路
上乱跑。特别是在道路行驶过程
中，要将宠物狗固定在某个特定
的空间内，防止窜出发生意外。

本报讯（记者 李潇）“荆林
集镇道路上有一处路面坑洼不
平，这给我们出行造成很大不
便。”24日，市民黄林（化名）拨打
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
荆林集镇有一处路面破损严重，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
及时修复。

黄林告诉记者，早上的时候
她骑电瓶车送孩子去学校，因为

快要迟到了，所以一路上比较急，
一时没有注意到破损的路面，直
接从坑洞处骑了过去，电瓶车剧
烈抖动，坐在后座的孩子险些被
颠下来。“之前都是孩子他爸开车
送，今天孩子他爸一早就有事出
去了，只能我骑车送，因为我平时
基本不走这条路，事先不知道路
面有坑洞，所以‘中招’了。”黄林
说，送完孩子回来时，她特别观察
了一下，很多人骑车到这都是绕
着走，“坑洞在路中间，所以对来
往的车辆影响不小。”

随后，记者赶到了黄林所反
映的路段，看到这个坑洞位于荆
林集镇靠近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
司的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少，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电瓶车。附

近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此处路
面破损至少已经有两个月了，一
直没有人来修。“早晚出行高峰期
间，这里过往车辆非常多，因为这
个坑洞还发生过好几次车辆碰擦
事故。”刘先生有些无奈地说。

“其实路面的破损面积并不
大，但因为坑洞较深，且比较突
然，所以影响并不小。”附近的另
一位市民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尽
快修好路面，消除隐患。

路面出现坑洞 送娃上学中招
附近居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修复

记者 李潇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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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城管局路灯所举办了“路灯所青年朗读会”，以春
天、童年、亲情、祖国为主题，职工们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朗诵
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记者 显春 通讯员 赵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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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安监安监安监
丹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主办 监督举报电话：86568992

做安全发展忠诚卫士 创为民务实安监机关
让生命安全前行 让社会安全发展

2018年

国家机构改革已经启动，职业
健康监管职能即将划转到卫生健
康委员会。在职能划转之前，丹阳
安监局将保持不等、不靠、不观望
的态度，继续强化职业健康监管工
作。

今年，安监局以“职业健康执
法年活动”为工作主线，全面加强
职业健康执法工作，依法查处各类
职业健康违法行为。突出重点，积
极做好职业病危害检测和职业健

康监护督查、职业病防护设施“三
同时”事中监管、职业病诊断及鉴
定现场调查、职业健康投诉举报信
访调查、新发职业病例用人单位专
项执法检查、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
专项治理、职业卫生示范企业创建
培育、职业病防治宣传培训等八大
板块工作。进一步推动用人单位
积极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
任，全力站好职业健康监管最后一
班岗。 毕章华

“五一节”来临之际，丹阳安
监局积极行动，及早安排部署“五
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杜绝重特
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节日期间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及早安排部署。根据
“五一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特
点，认真分析辖区安全生产形势，
强化责任落实，确保节日期间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序。

二是全面排查隐患。组织力
量对辖区内烟花爆竹经营店、建
筑施工地、重点企业等场所开展
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发现
一起整改一起，暂时无法整改的

建立跟踪台账，及时跟进整改进
度，对事故隐患，做到零容忍。

三是做好应急保障。节日期
间加强值班，执行 24小时值班巡
查制度，加大对节日期间安全工
作的巡查力度，切实做好节日期
间安全生产值班和应急值守工
作。 李云昌

今年以来，丹阳安监局创新
执法理念，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
服务相结合，在文明执法、优化
服务中提高执法效率，树立安全
生产监管权威，以实际行动提升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推动辖
区安全生产形势不断好转。

一是实施“引导式”执法。
执法检查过程中积极与企业负
责人和安管人员进行沟通，宣传
安全生产法律知识，通报当前的
安全生产形势，引导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遵守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牢固树立“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是企业理性发展、
长效发展乃至生存的必要前提”
的思想，从而消除部分企业可能
存在的对立及侥幸情绪。

二是推行“告知式”执法。
对列入专项检查执法计划的企
业，在执法检查前 1个月告知企
业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对整改
即将到期的企业提前联系，提醒
企业按期完成整改。对依法立

案查处的企业，将“说理式”执法
贯穿全过程，在行政处罚过程中
如实告知企业处罚的原因及处
罚依据，并告诫企业，今天的处
罚是为了避免以后更大损失，从
而消除了部分企业对行政处罚
的抵触情绪。

三是优化“服务式”执法。
聘请专家参与执法检查，帮助企
业查找、整改隐患，提升企业本
质安全水平。对部分整改过程
中需要帮助的企业，通过落实专
人指导、帮助联系社会化服务机
构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李云昌

今年以来，丹阳安监局通过
抓点、延线、扩面等措施，推动安
全生产监管工作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全面开展，确保辖区安全生
产稳定发展。

一是“抓点”。进一步理清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思
路，将安全许可、安全检查、打非
治违三个方面作为重点，采取有

力措施大力推进；开展“学业务、
促服务、转作风、树形象”活动，
提高了全局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延线”。在安全生产
管理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通过
健全体制、完善机制推动安全生
产体系建设。纵向上抓好全市
安监监管机构建设，辖区各镇区

（街道）安管办全部实现了机构、
职能、人员、编制四到位；横向上
加强与部门的沟通联系，与公
安、住建、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
建立了协调和信息交流机制。

三是“扩面”。扩大安全生
产管理知识宣传培训面，通过专
题讲座、学习交流、聘请专家授
课等多种形式对相关部门人员
和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管理培训，建立起全员“想安全，
讲安全，保安全”的良性氛围。
李云昌

狠抓“点、线、面”
安监局筑牢立体安全防线

“三举措”创新执法方式
安监局推动执法与服务有机结合

安监局全力站好职业健康监管最后一班岗

安监局积极部署“五一”节前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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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4月27日 10kV黄埝 11503
开关以下（11503：联丰王家村东、
联丰下店村、上店村、蒋庄铺、陈巷
村、西汤村、南窑村、西夏村、黄埝
村蔡家村、黄埝村、黄埝八队、野田
村一带）08：00-12：00。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6部影片：
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

喜剧、爱情电影《21克拉》；董
子健、钟楚曦主演喜剧、爱情
电影《脱单告急》；喜剧、动
画、冒险电影《犬之岛》；动
作、冒险、科幻电影《头号玩
家》；道恩·强森、娜奥米·哈
里斯主演动作、冒险、科幻电
影《狂暴巨兽》；冒险、剧情、
奇幻电影《湮灭》。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6部影片：
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

喜剧、爱情电影《21克拉》；董
子健、钟楚曦主演喜剧、爱情
电影《脱单告急》；喜剧、动
画、冒险电影《犬之岛》；动
作、冒险、科幻电影《头号玩
家》；剧情、喜剧电影《起跑
线》；道恩·强森、娜奥米·哈
里斯主演动作、冒险、科幻电
影《狂暴巨兽》。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夹
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一、因管道碰接，4 月 27 日
21:00 至次日凌晨 6:00，312 国道
以西，全州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
延），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
备，敬请谅解！

二、因管道碰接，4 月 27 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开发区齐
梁路延伸段（含创力电梯公司、太
平橡胶公司、江苏圣通集团等）、
星火村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
延），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
备，敬请谅解！

停水通知

新华社电 网民赵汉
卿 觉 得 自 己 特 别“ 幸
运”——经人推荐，他在一
个叫“智谷享购”的APP上
买了一盒茶叶后，获得了
一次抽奖机会，不仅抽到
了现金还真的提了现。

尝到甜头的赵汉卿再
次下单，然而好运再没有
眷顾他，几次没抽中后，他
加倍投入追求回本，结果
一口气花了上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购物
返现商城APP近来吸引了
众多消费者，商城声称返
现比例高达 50％，有的商
城已吸纳近 20万会员。专
家表示，这种购物返现商
城大打法律擦边球，亟待引起
市场监管部门重视，消费者也
应加强风险意识。

真“幸运”——一次赚
钱的购物经历

记者亲试购物返现商城
进行调查。一个自称金牛商
城招商部吴军的人在微信上
向记者发来一张注册二维码：
通过扫描该二维码注册拥有
了“入场券”。

记者下载了商城 APP 后
发现，里面设有家用电器、食
品酒类专区，看起来与普通购
物网站区别不大。吴军说，商
城的“核心”在于抢购区，每天
上线 10 款抢购产品，价格从
10元到 5999元不等。“两人成
团抢购就可以抽奖，你先买10
元的试试，一半概率赚钱一半
概率保本！”

记者花 10 元购买“挖耳
勺”后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这时手机页面上显示出一个
大转盘，记者第一次抽奖抽到

“商品”，兑换成了 10 个金牛
券，没有获得现金奖励。

“你再试试买 29 元的产
品，这样才有回本的机会。”吴

军让记者加大投入。果然“幸
运”，这一次花出去的钱不仅

“赚”回来了，并且变成了投入
金额的 1.5 倍。因为根据规
则，有一半概率获得商品、兑
换成等额的金牛券，有一半概
率获得红包、直接得到商品价
格1.5倍的现金。

“这现金是白得的呀！没
抽中红包，也会得到金牛券，
算是对消费者的回馈。”吴军
说。

别美了——四个等人
上钩的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购物
返现的网络商城“玩法”大同
小异，陷阱重重。

——似传销。下了两单
之后，金牛商城客服就询问记
者是否愿意交 1 万元成为代
理。客服说，代理能够拿到下
线购买商品价格的 10％作为
佣金，“我们的会员已经接近
20万人了，只要你成为代理拉
人过来玩，自己不玩也可以收
钱提现。”

——涉欺诈。“只要坚持
倍投，总有几率赢得现金。”商
城客服及上线不断为玩家“打
气洗脑”，一些消费者为了回

本不得不加倍投入，结果越陷
越深。

——高溢价。记者发现
部分商品存在高溢价的欺诈
行为，例如，金牛商城抢购区
最贵的商品是美国 olor 水过
滤空气净化器，售价 5999元，
但这款商品在淘宝、京东等网
站上售价为1600元左右。

——疑暗箱。已有一些
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反映，购物
返现商城对抽奖结果存在暗
箱操作的可能。

截至记者发稿时，一些购
物返现商城在苹果APP商店
中已无法下载，但在安卓平台
上还有一些商城APP可以登
陆。

此类网络商城大打法律
擦边球，因此对购物返现商城
如何定性，法律界莫衷一是。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
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则提
醒消费者，这类平台返现比例
高实为噱头，大量资金由商家
控制，存在资金链条断裂、资
金转移等风险，消费者应注意
识别消费返现骗局，增强风险
意识，谨防卷入“上下线”链条
中，更不要相信“天上掉下馅
饼”。

买东西还能赚钱？
别美了！四个陷阱等你上钩

体彩七位数
第18061期：2 2 2 2 2 3 8

体彩大乐透
第18047期：3 8 10 14 20 +4 8

体彩排列5
第18108期：0 1 0 5 6

福彩双色球
第18046期：10 13 14 18 20 31 +3

福彩15选5
第１8108期：2 3 5 10 15

福彩3D
第１8108期：6 9 2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这两天，大家着实体验
了一把“春寒料峭”。今天，气温
进入上升通道，预计28日最高气
温可达28℃，大家又可以适时地
减少衣物啦！

昨天，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
早晚走在冷风中，到了中午，又暖

洋洋地出汗，让人进入了“乱穿
衣”的烦恼中。不过，即使昨天气
温有所回升，但仍然没有冲破“2
字头”大关，令人有些许失望。

接下来，大家期盼的升温大
戏即将登场。和前两天的清凉
相比，大家更多感受到的应该
是暖和舒适，与此同时，气温将

再次驶上快车道。需要注意的
是，随着气温的回升，昼夜温差
也进一步拉大，年老体弱者需
以保暖为主。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转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13℃到 14℃，白天最

高气温：22℃到23℃。

27日全市多云到晴，早晨

最低气温：12℃到 13℃，白天最

高气温：26℃左右。

28日全市晴转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13℃到 14℃，白天最

高气温：27℃到28℃。

今天起气温进入上升通道
昼夜温差大，年老体弱者需以保暖为主

好早餐最基础的条件是要有
主食、蛋白质食物和蔬菜水果这
几大类。如果你能做到“挑三减
四”，多“挑”一些有助健康的食
物，“减”掉一些不利健康的食物，
那就是一份很营养的早餐了。

一“挑”粗粮，如杂豆粥、小米
粥、黑米粥、燕麦粥、豆包、全麦馒
头、全麦面包、红薯、鲜玉米等，只
吃大米、白面营养就差很多了。

二“挑”低脂肪的高蛋白质食
物，如水煮蛋、茶叶蛋、牛奶、酸
奶、豆浆、豆腐、酱牛肉、瘦肉等。

三“挑”新鲜的蔬菜水果，特
别是深颜色的营养更丰富，还有
助控制体重。炒、生拌或蒸都是
早餐烹制蔬菜的好方法。

做到“挑三”还不够，“减四”
也十分关键。

一“减”油条、油饼、蛋黄派、
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点心等
添加了很多油脂的精制谷物。

二“减”油煎鸡蛋、培根、火
腿、煎牛排、炸鸡腿（汉堡）等高脂
肪的蛋白质食物。

三“减”腌制蔬菜、咸菜、榨
菜、酱菜等高盐食物。

四“减”果蔬饮料、牛奶饮料、
酸奶饮料等各色饮料。它们喝起
来口感很好，那只是糖、香精和其
他食品添加剂调制出来的，真正
蔬菜、水果和牛奶的含量很少。

好早餐什么样？
必须挑三减四

文旅五一推荐自组团线路：
文旅自组海南双飞五日游（含接送、配全陪） 2680元/人
报名另赠送5.20采摘樱桃一日游
文旅自组张家界双动五日游（含全陪） 1450元/人
60-69周岁优惠100元/人，70周岁以上优惠200元/人
文旅自组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双飞六日游（含接送、配全陪） 2180元/人
马仁奇峰（玻璃栈道+飞龙玻璃桥）一日游 148元/人
无锡灵山纯玩一日游 218元/人
南京牛首山纯玩一日游 128元/人
溧阳天目湖（含船）纯玩一日游 198元/人
溧阳南山竹海（含地轨）纯玩一日游 190元/人
浙西大峡谷，大龙湾，龙井峡漂流纯玩二日游 328元/人
上海迪士尼乐园二次入园纯玩二日游 1008元/人
芜湖方特东方神画、欢乐世界/梦幻王国纯玩二日游 498元/人
雁荡山、G20峰会城市阳台、楠溪江、溪口老街纯玩三日游 698元/人

丹阳文化旅行社有限公司

温馨提示：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团队一团一议13905293822
2、可承接会务拓展业务；并且可开具会务发票；
3、长线机票浮动比较大；具体价格以名单申请为准 咨询热线：88032266

乔迁通告
丹阳文化旅行社原

水利局一楼已迁至文化
城内南一楼！旅游咨询
可电话、微信联系！电
话 ： 0511-86518854、
0511-86055578 手 机 ：
15705290529、
13615298206

开 发 区 总 部 ：
86575577（即龙旅国际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
分公司丹阳日报社南
侧，东方路 68 号） 手
机：15005290298

许可证号：L-JS11013 江苏省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江苏省青年文明号 镇江市诚信之星单位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将于 5
月12日上午9点半举行骨质疏松

大型义诊活动，届时将邀请上海

市及江苏省著名专家前来为我市

患者义诊。请有意向的市民即日

起至我院内科、骨科和妇科门诊

进行预约免费筛查。

咨询电话：86989030

咨询地址：二院门诊大厅一

站式服务中心

二院骨质疏松
大型义诊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司徒镇丹伏路北侧商务综合楼的第二层房地产
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司徒镇丹伏路北侧商务综合楼的第二层［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丹房权证司徒字第 27006706号，土地使用权证号：
丹国用 (2016)第 3954 号］，建筑面积 987.93 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
160.05平方米。起拍价为389.56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8年 5月 30日 10时至 2018年 5月 31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2018年 6月 28日 10时至 2018年 6月
2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如首次拍卖成交，将不
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 2018年 4月 28日起至 2018年 5月 23日止
(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0511-86703073。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也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