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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日报
股友沙龙

QQ群：364874261

为最大限度实现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债权、提高执行效率、维
护司法权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
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
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市人民法院对四
名被执行人实施执行悬赏。

1、芦月桂，男，1974年1月10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34242519740110****。执行案号
（2017）丹执字第2586号。

2、张晓翠，女，1985年12月12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32118119851212****。执行案号
（2017）丹执字第2586号。

3、宋忠伟，男，1978年11月27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32118119781127****。执行案号
（2015）丹执字第2866号。

4、曹雪萍，女，1977年1月30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32118119770130****。执行案号
（2015）丹执字第2866号。

悬赏条件：举报人提供四人下
落线索后，法院找到（实际控制并
拍照）被执行人，奖励举报人人
民币壹万元，并对举报人的信息
保密。

悬赏期限：2018 年 7 月 15 日
至2019年7月14日。

举 报 电 话 ： 86703072、
18118962531。

联系人：王鹏（法官）

本报讯（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吴崇阳）由于极端天气频发、企业
设备电子化程度提高等多种因素，
近年来，我市企业发生火灾等安全
事故的数量显著增长。不过，也有
不少企业，由于提前参与了风险保
障，有效避免了重大安全事故，且
能获得相应的灾害事故补偿。

位于我市开发区的某企业专
业从事建筑材料制作，去年由于工
人大意，再加上高温催化，厂房的
一个设备意外自燃，将不少生产产
品都烧毁了，给公司造成了数十万

元的经济损失。今年初，该企业负
责人张先生意识到了提前预防和
保障的重要性，多方打听并找到了
市太平洋财险相关人士，主动要求
为企业添置一份风险保障。目前，
该企业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风险事
故，而且在保险公司专业人员的帮
助下，企业的风险隐患排查和事故
防范能力大大提升了。即使万一
发生相关风险事故，该企业也能获
得最高100万元的保险赔款。

其实，张先生将企业安全防控
前移的做法并非个别，当前我市不
仅大中型企业，很多小微企业都将
安全风险保障放在了重要位置。
据为我市 100多家企业承担风险

保障责任的市太平洋财险总经理
徐文虎介绍，近2年来，我市火灾等
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明显呈上升趋
势，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多起火灾事
故，相关部门也予以了高度的重
视。不过，我市共有10000多家企
业，由消防中队及全市20多个派
出所分级管理，平均1家派出所管
理300多家企业，这也给当地派出
所增加了很多困难，比如人手、设
备等严重短缺。事实上，企业经营
很多意外是不可避免的。我市规
模企业的风险意识都比较强，而且
目前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也开始
注重起这方面的保障来。相比起
消防等部门，保险机构可以将风险

防范前移，因为其具有多年的风险
管理经验，而且拥有每个行业风险
高发点的大数据，这对于企业风险
防范和事故排查有着非常大的帮
助。

据了解，从2015年以来，市太
平洋财险特别重视企业客户风险
管理，成立了专职的风险管理岗，
有专业的专兼职风险工程师，并拥
有热成像仪等专业仪器。无论企
业是否投保，太保都会给企业出具
一份风险报告书，帮助企业改善风
险环境。今年以来，市太平洋财险
针对我市企业风险管理主要实施
保前查勘、保中查勘服务、灾后回
勘等三项服务，最重要的是为企业

们提供风险防范的建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太保设计

了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查勘体系（企
财险）初勘、保前查勘、整改查勘、
专项风险排查、灾前预警、灾后回
勘等，进行风险防范及其评估。
其中，风险雷达可以集成自然灾
害信息，加载承保理赔数据，辅助
核保人员基于二维地图开展风险
识别评估；风险查勘分成14种风
险查勘任务类型，以及42个企财
险风堪模板移动端；风险评估可
初步建立企财险风险评估与评分
模型；实时监控气象预报台风路
径，支持灾前精准预警与灾情防
范。

安全防控 事故补偿

市太平洋财险助企业化解风险隐患

本报讯（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张青文）“多亏你们救人于危难，
及时垫付了10多万元，我的老丈
人才保住了性命啊。”日前，市民
王先生专程来到丹阳市紫金保险
路救基金中心，表示感激之情。

原来，6月 21日上午 9点多
钟，准备取冰箱回家的王先生的
老丈人王某，驾驶着小轿车在司
延线3公里800米地段时，与对面
袁某驾驶的大卡车相撞，并当场
受伤。在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救
治时，王某被医生诊断为脑部多
处出血、身体多处骨折，并被送到
了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医疗费用
高达12万余元。

为了救治王某，他的家人四
处筹措资金，但是面对这么高昂
的数额，靠打工生活的一家人实
在无法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从

交巡警处了解到路救基金可以帮
助垫付抢救费用的时候，王某一
家看到了希望。王某的女婿王先
生立即赶到市路救基金中心进行
咨询。对于王先生的求助，市路
救基金中心非常重视，马上委派
专门工作人员与办案交警和王某
所在医院取得了联系，详细了解
了车祸和救治的具体情况。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王先
生很快准备好了基金垫付所需要
的材料。经过道路救助基金协调
小组办公室审核，最后市路救中
心给伤者王某垫付了 10万余元
的抢救费用，让王某及时接受了
手术治疗。

据悉，目前路救基金已开通
微信功能，市民可通过公众号江
苏道路救助基金申请基金救助，
便捷而快速。

老人回家途中突遇重大车祸
路救基金垫付10万元抢救费

论坛论坛牛散牛散
本报讯（记者 嘉瑛）自上周五

上涨指数创下 2691点的新低之
后，这几日大盘持续反弹，但成交
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不少个
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红盘较
多。对于当前市场，我市两位牛
散分析认为，大盘技术和人气正
在慢慢修复中，或许最困难时间
已经过去。

牛散“梁华机械”指着大盘走
势图分析说，近段时间以来，由于
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大盘
明显是重心不断下移的过程，很

多个股实际上已经跌到了当初的
2638点以下的价位。而上周五大
盘跌到了新低点 2691点已经离
2638点不远了，紧接着大盘就接
连反弹，个股也更加活跃起来。
更重要的是，目前沪市日线
MACD已经实现向上的金叉，说
明后市逐渐走好的可能性更大一
些。对于当前操作，他建议股民，
可以重点关注在底部阶段放量的
个股，尤其是业绩良好的创业板
和中小板个股，这些股下跌幅度
巨大，反弹力度也会相对大一些。

牛散“阳百万”则分析认为，当
前大盘的技术指标处于逐渐修复
过程中，不过对缩量反弹还需小

心。尽管市场总体最困难时期或
已过去，但不排除后市还会反复，
甚至创新低。从盘面来看，目前
20日线也是日线级别的布林线中
轨存在一定的压力，后市虽然有
望冲击这一压力点，但得失成败
还在于量能。上证指数三连阳
后，日线级别超跌指标有所修复，
但是周、月线指标均在空势，上冲
动能略显不足，所以昨天重现调
整。如大盘继续缩量上涨，需谨
防冲高回落的风险了。他建议操
作上，股民当前应抓住震荡的机
会低吸，不宜追高；小票重成长、
尤其是中报预增错杀品种，大票
重估值、可长期持有耐心等待。

大盘缩量反弹
最困难时间或已过去

资讯资讯股市股市
近期 A 股在 2800 点上下徘

徊，牵动着千万投资者的心
弦，A 股是否还具备长期投资
价值？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市
场中长期机会大于风险，A 股
市场的长期资金正在加速形
成，为市场长远稳定发展注入

“强心剂”。

长期资金正加速形成
随着 A 股被纳入 MSCI、养

老金入市渐行渐近、私募基金快
速发展以及成熟外资投资机构
进驻，A股市场的长期投资资金
正在加速形成，这将有助于金融
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继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
水基金正式进军中国私募后，野
村资产管理株式会社表示，A股
被纳入MSCI后，新兴经济体对
于海外机构投资者有非常大的
吸引力，目前正积极筹备设立外
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另一方面，
近期养老目标基金申报注册和
反馈的效率提升。今年 6 月最
后一周内申报注册 5 只养老目
标基金，5月份申报注册的养老
目标基金仅有 8只，近日新添了
9只首批上报的养老目标基金收
到证监会反馈意见。

华夏基金国际投资部董事
总经理李湘杰表示，机构投资者

比重不断提升，长期资金大量流
入，将中长期深刻影响A股市场
结构与投资风格，推动资本市场
趋于成熟化、国际化。在中长线
资金流入的背景下，A股市场慢
牛格局有望形成。

此外，私募基金发展也推进
长期资金形成。私募基金深度
融入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企
业、从企业到产业的完整创新链
条，是壮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
形成能力的重要载体。截至
2018年 4月底，备案的私募基金
7.25 万 只 ，管 理 资 产 规 模 达
12.48万亿元。

在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百人论坛上，基金业协会会长洪
磊表明了发展坚持专业长期投
资的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长
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以散户为
主，缺乏长期资金，无法对资本
市场形成有效支撑。在发展绝
对收益私募基金、为市场提供充
足流动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
追求相对收益的投资产品和坚
持专业长期价值投资的机构投
资者。

A股仍具长期投资价值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市场受

外部因素影响出现短期波动，但
支撑 A 股市场的核心依旧是公
司盈利，A股市场仍具备长期投
资价值。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表示，

市场短期下跌不必悲观，中长期
继续看好。目前 A 股估值正处
于重塑阶段且位于底部区域，由
于盈利维持高位、外资持续流入
等，A 股不具备持续下跌基础，
中长期机会大于风险。

李湘杰认为，指数在震荡筑
底后有望修复，迎来结构性行
情。2018 年 A 股市场核心驱动
因素仍是企业盈利提升，当前流
动性总量稳健增长，风格上趋于
均衡。考虑到政策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预计以消费升级和制造
业升级为线索的绩优成长性标
的，在调整后将迎来中长期布局
良机。

星石投资组合投资经理袁
广平也保持谨慎乐观态度。他
认为，目前市场风险基本释放，
底部区间无须再悲观，未来走势
取决于边际变化，比如政策微
调、盈利超预期等。基于中长期
视角，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绝不会因为短期外部冲击而中
断。

证文

基金经理：长期资金加速集结
A股仍具长期投资价值 执行悬赏公告

保障保障民生民生

芦月桂

张晓翠

宋忠伟

曹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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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尽管丹阳仍然是高温
和梅雨相伴，可在延陵镇的一片
片稻田里，扑腾的鸭子却在清凌
凌的稻田里嘎嘎地叫着，它们悠
然自得的样子，好似唱着欢乐的
歌。在每年的 6月底至 8月底之
间，这一片片的稻田就是水稻秧
苗和小鸭子共同生长的地方。在
这种生长模式下，小鸭子不但能
帮着除杂草、除虫害，而且稻田
还不用施肥，综合利用，又不会
污染环境。延陵镇西洲村的谢桐
洲是我市最早引进这种稻鸭共作
的生态农业模式的人。据了解，
到6月24日，谢桐洲的水稻田里
已经放下了第二批小鸭子，至
此，稻田里共有鸭子8000多只。

谢桐洲是何许人也？许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今年 70 岁
的谢桐洲是延陵镇西洲村人，他
是江苏丹阳嘉贤米业公司的负责
人，同时他还是丹阳市稻鸭共作
专业合作社社长、桐洲家庭农场
的创办人。谢桐洲从 2000 年开
始搞生态农业，种植无公害的绿
色有机农产品，迄今已有 18 年，
他采用的是有机稻米绿色种植技
术，特别是稻鸭共作技术。“目前，
我有 1300多亩的稻田，稻鸭共作
面积530多亩，有机稻米面积430
亩，其中稻鸭共作面积中有 100
多亩是今年新增加的。”谢桐洲
说。

为生态梦，上下求索

谢桐洲说：“我搞生态农业并
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探索一种生
态方式。”

1972年，谢桐洲就是延陵西
洲村生产队的农业样板户。同时
作为生产队长的他，发现当时因
为搞样板，大量使用农业化肥，村
里的癌症率大大超过其他村庄。
当时的村民谁也不知道，除草迷、
敌枯双、绿麦隆这些引进农药在
国外已经禁用了，直到 1981年谢
桐洲进入延陵公社农科所，才发
现原来是这个问题。自此，谢桐

洲就有了一个梦想，要在这片土
地上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保证粮
食安全健康。因此，当 2000
年，作为知青下放到他们村现任
职于镇江市科技局的沈晓昆，向
他推荐日本的稻鸭共作技术时，
谢桐洲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引进，
成为我市最早一批“吃螃蟹”的
人。1991 年，日本首先开始流
行稻鸭共作技术，它是借鉴我国
古代稻田养鸭技术和受当地自然
农法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
型农业生产技术，具有明显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据谢桐洲
介绍，与常规水稻种植相比，实
行稻鸭共作的水稻田里，平均除
草剂要少用1~2次，农药少用3~
4次，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是
巨大的。

谢桐洲的稻鸭共作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开始时他便遭遇了连
续五六年的亏损，但他并没有放
弃，坚持按照标准生产。2004
年，谢桐洲拿到了国家有机稻米
认证证书。谢桐洲还向消费者承
诺自家的稻米如果达不到绿色、
有机的标准，愿意给1~10倍的赔
付，十多年来消费者对他的产品
都很满意。他说：“品牌树起来容
易，倒下来再竖起来就很难了。”
据了解，谢桐洲目前种植的有机
稻米卖到了每斤26元。

2015 年全国有机稻米峰会
在丹阳召开，内蒙古、宁夏等一些
承包了上千亩田地的有机稻米农
户就不服气了，你的种植规模这
么小，凭什么在你们丹阳办？当
他们参观了谢桐洲的田头，没有
一个不佩服的。谢桐洲的稻鸭共
作严格遵守标准，现在，他的有
机田的肥力已经达到海绵田的肥
力，只要水稻品种选择好，即使
不治虫，产量也能达到600斤。

天敌对害虫，治虫有新招

现在，谢桐洲的水稻田里除
了用鸭子来除杂草、除虫害外，还
安装了杀虫灯，在水稻生长后期

还利用天敌来制约害虫，绝对保
证稻米的绿色有机。据谢桐洲介
绍，在稻鸭共作的水稻田里，虽然
灭虫灯在消灭虫害方面起了一定
的作用，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
稻田里的鸭子们和害虫们的天
敌。由于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次
数，虽然一部分害虫没有得到解
决，但害虫们的天敌也得到了一
定的保存，使得用天敌来制约稻
田里的虫害成为了可能。这种做
法虽然使得一部分的稻米受到虫
害，但这也保持了稻田里的生态
平衡，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提高了
稻米的整体质量。

南京农业大学从 2009~2011
年在他的田地上搞了3年田间植
保实验。当时，研究生小王每十
天查一次农田情况，一开始时，他
发现稻田里虫害较为严重，但到
了后期却缓解了不少，对稻米产
量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百思不得
其解的小王后来拿来德国吸虫器
到田里一吸，发现了一种叫赤眼
蜂的寄生蜂，它是水稻螟虫和纵
卷叶螟的天敌。东北就有一家赤
眼蜂研究所，专门研究用天敌来
防治虫害。谢桐洲的稻田已经坚
持不打农药8~10年以上，田埂上
茁壮成长的野花野草为赤眼蜂提
供了食物和生存空间。近两年
来，随着红花草的种植，作为蚜虫
天敌的七星瓢虫也得到了大量繁
殖。

用心做农业，不断坚持

前几年，省市有关部门为扶
持农户发展稻鸭共作技术，对新
增进行稻鸭共作的农户增加了补
贴力度，对原有进行稻鸭共作的
农户的扶持力度相对减少，但谢
桐洲仍然坚持着，他说：“政府
即使不补贴，我也要搞，当然如
果补贴我能发展得更好。稻鸭共
作看似粗糙，实际上是很精细的
农业。要搞出亮点不容易，各级
政府要重视.真正搞稻鸭共作，
鸭子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如果碰

上市场行情不好还会亏本，做农
业，投入大、见效慢、回报周期
长，因此这就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政府应该要加大补贴，增加
农户的信心，加大对绿色有机稻
的宣传，要对农民、消费者负
责，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大事，生态环境是用钱
买不到的。”谢桐洲告诉记者，
几年前，他投入30万元，在430
多亩有机稻田田埂四周建起防护
栏，多年不打农药的田里野兔、
野鸡，四五斤重的大蟒蛇什么的
都有了，建起来可以避免前来打
猎的人，保护生态平衡。

“有人问我已经 70 岁了，还
吃这个苦干什么呢？我说我可以
有信心地说通过发展生态农业，
一定能为子孙造出一片净土。我
本来就是省劳模、共产党员，应将
农田生态环境作为大事，励志在

生态农业发展上上下求索。”谢桐
洲这样对记者说。为了发展生态
农业，谢桐洲将每月的四五千块
钱退休工资全投入了进去，为了
培养年轻接班人，在他的带动下，
现年 30 岁的侄子大学毕业就回
来帮助他在网上销售。

农民爱土地，学生爱书包，解
放军爱枪炮，说起来容易，真正做
起来很难。“现在有好多工商资本
老板，也大举进军农业，虽然为农
业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解决了
农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但要知道
搞农业贵在坚持，不是3年5年就
能有什么起色的。”谢桐洲说，“做
农业是一件持久、辛苦的事情，不
论是养鸭子也好，种水稻也好，一
定要认真去做，用心去做。”谢桐
洲坚持做了18年的生态农业，并
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记我市稻鸭共作技术的引领者谢桐洲
本报记者 蒋须俊 龚佩玉

18年坚守，用品质和良心做优生态农业

谢桐洲的宝贝稻田。 记者 须俊 佩玉 摄

老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对于花甲之年的严娟娟来讲，
这话，似乎有些不尽人情。在她
眼里，婆婆娘也是妈。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不抛弃，不放弃，她
觉得这才是一家人该有的感情。

严娟娟是曲阿街道前进社区

严家村的一名普通妇女，自
1982 年嫁入丈夫严振华这个大
家庭以来，全家一直其乐融融。
爱好旅游的她，曾和丈夫游过不
少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出国
游，然而，自婆婆摔了跤瘫痪以
来，她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

迹。
照顾一个瘫痪病人，意味要

付出另一个人的精力。在这个家
里，作出牺牲的是严娟娟，她辞去
原先的工作，专门照顾婆婆的饮
食起居。在她的悉心照顾下，婆
婆从没长过褥疮，严娟娟对此有
一些骄傲。

虽然婆婆和严娟娟的小叔子
同住，但她的一日三餐，都是由严
娟娟一手包办。每天早上，严娟
娟都给婆婆搭配好营养早餐，做
好了，她就端到婆婆那，把气垫床
摇到舒适的角度，让婆婆倚在床
背，再喂她吃饭。估摸着九点半
的时候，严娟娟就开始准备婆婆
的午饭了，原来，老人家的口味喜
欢烂一点，所以要早些烧菜，为了
增强营养，每天她必定给婆婆炖
一盅骨头汤或者鱼汤，做好后，她
总是先送给婆婆吃，等婆婆吃完
了自己再回来吃饭。

人们常说：婆婆和媳妇的关
系不好处，就像锅和勺，没有不叮
叮当当响的。长期卧床的婆婆，
也有使性子的时候，每当她想出
门转转，可双腿使不上力的时候，

难免会烦躁难安，但严娟娟总是
一笑置之，她说：“老人就像小孩，
要哄的，她生气也是因为身体不
舒服，我何必跟她置气呢？”原来，
婆婆除了双腿骨折，还患有老年
痴呆、关节炎和心脏毛病，尤其是
几年前公公生病去世后，婆婆的
老年痴呆更是进一步加重。2016
年10月，严娟娟做好晚饭便去喊
婆婆过来吃饭，没想到婆婆不见
了踪影，这可急坏了严娟娟，在
通知全家人四处寻找的同时还报
了警。彼时，婆婆还未因摔跤而
骨折，双腿可以行走的她不知怎
的跑到了埤城，多亏埤城派出所
的民警将她送到了大泊派出所，
得到消息的严娟娟总算松了口
气，立马和家人把婆婆接了回
来。2016 年，家里又新添了一
个小生命，全家都沉浸在幸福
中。由于丈夫平时忙，老人又无
力帮忙照看，生活照料全都是严
娟娟一个人承担。孙女还小需要
照顾，子女需要外出忙事业，婆
婆身体不好需要看顾，她又要付
出比之前更多的艰辛，然而她却
笑着说辛苦也是一种幸福。

记者感言：

孝道，是人伦之始。从严娟
娟辞去工作照顾婆婆的故事里，
我们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和谐气
氛，气氛中充溢着一种感动，一种
时代的力量。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
严娟娟辞职回家，放弃了自己的
爱好，不曾有半丝懈怠和怨言。
日夜轮转，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真情和责任，也为我们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家
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模范，树立了
榜样，彰显了向善向上的道德力
量。因为，好风气是千千万万家
庭的好家风支撑起来的。

“孝”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孝文化也是一种
最基本的亲情关系，更是当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也正是
通过推进文化建设事业，培养情
操高尚、情趣高雅、恪守伦常的一
代新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只有在与人的全面发展良
性互动中，才能发展壮大。

严娟娟：好媳妇辞职照顾瘫痪婆婆
本报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周俊

严娟娟精心照顾瘫痪的婆婆。 记者 蒋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