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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今年 5月，河南郑州一空姐
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引起轩然
大波；仅仅三个月后，滴滴再出
血案，浙江乐清一名 20 岁女孩
乘坐滴滴顺风车时惨遭驾驶员毒
手。一时间，曾经标榜着安全便
利的滴滴出行被舆论推上了风口
浪尖。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滴
滴启动内部安全整治并一度暂停
深夜出行服务。9 月 15 日 23 时
起，滴滴恢复了深夜出行服
务。

本报于今年上半年对我市网
约车行业现状进行过报道，在采
访中记者发现，就我市而言，这
一行业已然进入了“瓶颈期”，
而接连发生的顺风车血案对于网
约车行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今，经过安全整治，滴滴出行
能否重拾失去的信任？市民又是

如何看待眼下的滴滴出行呢？记
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记者体验：
整改新举措难掩安全隐

患

记者了解到，自 9月 15日 23
时起，滴滴出行恢复深夜出行服
务，同时试行夜间运营规则。试
运行期间，网约车司机在深夜期
间（23:00~5:00），需满足注册时间
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 1000单
等条件才能接单。为确保亲友在
需要时与警方迅速联系并及时获
取行程信息，滴滴还建议用户尽
快添加紧急联系人。

17日晚上，记者在滴滴出行
手机 APP 上约了一辆快车。记
者呼叫快车后没多久，一位郭师

傅便成功接单，此时，记者之前添
加的紧急联系人的手机里收到了
记者的行程信息。

记者在手机上看到，这位郭
师傅的行程单数为 5733单，并且
星级为五星。上车后，记者询问
郭师傅，滴滴恢复了深夜出行服
务后是否有新变化，郭师傅说：

“现在必须做到 1000单以上的老
司机才能接单，另外还要满足其
他几个条件才能跑深夜服务，只
要有一个不符合规定就不能跑。
为了市民出行安全，滴滴的要求
严格一点也是好事，但从这次整
改来看，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键报警”系统略显
鸡肋

“听说滴滴这次还更改了
‘一键报警’，不知道是否真的能
起作用。”郭师傅说，“以前的

‘一键报警’系统叫作‘紧急求
助’，点击后，软件系统会自动
开始实时录音并上传给滴滴公
司，如果客服人员听到录音中包
含危险因素，将会报警。”

记者在手机页面上查找后发
现，在车辆信息下方，有“一键
报警”选项的图标，该图标为醒
目的红色。记者点开后，看到了

“呼叫 110”的红色按钮，上方
还显示乘车信息以及乘客当前所
在位置。随后，记者试着点击了
该按钮，手机便自动跳转到 110
的拨号页面，并没有直接报警。
紧接着，记者手机上就收到了一
条滴滴出行发来的短信，短信中

提示：您已点击一键报警，危急
情况请优先保证自身安全，远离
危险点，可向警方提供以下订单
信息……与此同时，紧急联系人
的手机里也收到了滴滴出行的信
息。大约8分钟后，记者接到了
滴滴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电话
里客服人员询问是否遇到了危
险，在确认乘客安全后才结束了
通话。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感受
到，一旦自己已经陷入险境，无
法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那只能寄
希望于紧急联系人能及时看到提
示信息并报警，如果没有注意
到，那乘客将难以依靠“一键报
警”及时获救。

“人脸识别”存漏洞难
防账号外借

郭师傅说，通过系统筛选后，
能进行深夜出行服务的只剩下

“老司机”了，为了乘客出行安全，
滴滴还做出了其他的变化，“现在
每天出车前，都需要完成‘人脸识
别’，要保证开车的人是我本人才
行。”但郭师傅对记者坦言，尽管
有“人脸识别”这个步骤，但一天
只需要识别一次，如果在完成“人
脸识别”后，换另一个人来开车，
也就是所谓的“账号外借”，系统
也是无法得知的，所以他认为

“人脸识别”还有待完善。

安全考核题问题设置过
于简单

郭师傅说，除了“人脸识
别”，自己每天开车接第一单前
都需要完成两道安全考核题。

“但安全考核的题目太简单了，
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做，比如问现
在滴滴系统是不是开通了一键报
警，你说有没有开通呢？当然选
开通了，这种问题也太简单了，
我是不明白这种问答题有什么意
义。”郭师傅如是说。

市民态度：
安全便利难两全，打车

陷窘境

对于滴滴恢复了深夜出行服
务，市民对此是怎样的态度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王先
生经常要上晚班，在不开车的情
况下，他经常会使用滴滴的深夜
出行服务。“从我多次使用的情况
来看，深夜用滴滴的确很方便，如
果在路边等出租车，有时可能会
一直等不到。而且大部分滴滴私
家车坐着很舒适，车内环境也很
好。”他说，“浙江乐清的事件发生
后，我也很震惊，我觉得女性单独
乘坐滴滴快车的确比较危险，现
在如果家人出门，我都会劝她们
乘坐出租车，如果实在要乘坐滴
滴快车，我都会让她们把行程信
息及时发给我。”

市民周女士说：“自从得知了
5 月份空姐遇害的事情，我就不
敢一个人乘坐滴滴快车了，前段
时间浙江乐清的一个小姑娘又出
事了，这下我更是不敢用滴滴
了。”周女士表示，她以前遇到一
位滴滴司机，看起来年纪有点大，
对道路很不熟悉，甚至连导航都
不太看得懂，“我觉得滴滴平台对
滴滴车主的管理不够严格，所以
才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周女士
坦言，与传统的出租车相比，滴滴
快车的确方便很多，但如今其安
全性难以保证，对这几年用惯了
滴滴出行的市民来说，在打车出
行的方式上陷入了尴尬的境
地。

交运局出租办：
目前在我市运营的滴滴

均不合法

之后，记者还联系了市交通
运输局出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滴滴平台还未在镇江落地，
因此，滴滴出行目前在我市仍是
不合法的，现在会有执法人员监
管，如果查到非法运营的滴滴司
机，在取证完全后会进行相关处
罚。”

滴滴恢复“夜行”，你还会“约车”吗？

记者 赵文菁 摄

本报记者 马骏 赵文菁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预约咨询电话：86989030

今年以来，我院儿科先后邀请了
上海的小儿内分泌专家来院，为矮小
症、性早熟儿童进行会诊，受到广大家
长的欢迎与一致好评。为满足更多孩
子家长的诉求，10月1日（周一）下午1
点半，我院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儿科内分泌专家邱文娟
教授前来坐诊，欢迎广大家长朋友带
孩子前来咨询。

坐诊地点：
门诊楼二楼儿科内分
泌诊室
电话报名：
86958919（儿科门诊
护士站电话）
扫二维码报名：（扫二

维码报名的家长，请耐心等待工作人
员通知！）
专家介绍

邱文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
师。长期从事小儿内分泌遗传病的临
床诊治及科研工作，对多种儿科内分
泌遗传代谢病的发病机制、生化分子
检测、产前诊断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专业擅长：矮小症、性早熟、不明原
因智力落后和多发畸形、糖原累积病、
脂肪酸代谢病、有机酸代谢病、先天性
肾上腺疾病、骨病(佝偻病、成骨不全
等）、溶酶体病（庞贝病、粘多糖病、法布
雷病）的临床诊治以及遗传病的分子诊
断、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

预约要求：
1.符合矮小症诊断标准者；
2.性早熟者；
3.所有的病例都需入院行相关详

细检查。（没有详细的检查结果，专家
无法给出正确的诊断及治疗意见）。
就诊小贴士：

1.以往检查过的患儿请带上病历、
化验单、骨龄片等资料就诊；

2.首次就诊患儿请至儿科门诊咨询。
就诊须知：为了更方便患者就

诊，需提前完成以下各项检查：生长激
素激发实验，甲状腺功能，血常规、肝
肾功能、血糖、肝肾B超，甲胎蛋白、癌
胚抗原、皮质醇，染色体，骨龄，垂体磁
共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GF-1），彩
超（性早熟）。

为矮小症、性早熟儿童进行会诊
广
告

10月1日，上海新华医院儿童内分泌专家来我院坐诊

刚刚过去的 9 月 12 日为“中国预
防出生缺陷日”。今年主题为“防治出
生缺陷、助力健康扶贫”。中国每年出
生缺陷儿数量高达 80-120万人，大约
每30秒钟就会诞生一个缺陷儿。

如何预防出生缺陷？
市第二人民医院友情提醒，出生

缺陷是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危害相当严重。一级预防措施内容包
括婚前体检、遗传咨询等，二级预防措
施内容包括孕前遗传咨询和遗传学检
查、产前筛查和异常染色体筛查等，三
级预防措施内容包括新生儿疾病筛
查、新生儿听力筛查、内外科治疗及康

复治疗。
计划怀孕夫妇双方在怀孕前对自

身生殖健康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检
查，是预防出生缺陷的重要措施之
一。做好预防出生缺陷，孕育健康宝
宝，第二人民医院提倡从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做起。

只有学习和了解优生健康知识，
才能减少病残儿的出生，达到优生的
目的。

给孩子一个无“陷”的未来

二院口腔科：

以我妙手 还你笑口
设备先进，质量保障：二院口腔科配置了多功能综合治疗

椅、德国产热牙胶充填系统、根管长度测量仪及机用镍钛根管
扩大系统，并严格按照部颁标准消毒灭菌，避免交叉感染，从
而保证了一流的治疗质量。

开展项目：1、牙体、牙髓病、牙周病、根尖病、残根残冠的保
留、超声洁牙等。2、修复铸造活动义齿、全口义齿及各种烤瓷
冠的修复、精密附着体。3、口外、各种牙齿的拔除及颌面部创
伤、骨折等。4、各种牙列不齐的正畸治疗。5、皓齿美白。6、高
科技种植牙。

口腔科全体医务人员坚持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满意为
目的，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预约、热线电话：86958929

专家门诊
时间

周四

周六

周日

专科

妇产科（上午）

骨科（上午）

风湿科

医院、专家、职称

上海红房子医院

解放军359医院专家

上海长海医院赵东宝

具体项目信息及操作详见丹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产权交易信息公告栏（网址：www.
dyzgw.com.cn，项目编号：DYCQJY2018-12 号）。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19日上午 8：30至 2018年 9
月25日下午5：00，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511-86906233

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丹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经财政部门批准，就以下房屋采用网上竞价方式公开招租。

标的名称

机关事务局房屋1

机关事务局房屋2

坐落位置

金陵西路185号1楼

金陵西路185号

建筑面积（㎡）

30

1500

租期（年）

3

5

起始价（万元/年）

2.56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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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 18日就美方决
定对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不顾国
际国内绝大多数意见反对，宣

布自 9月 24日起对 2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
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
级措施。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
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

同步进行反制。
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

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希望美方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
引发的不良后果，并采取令人
信服的手段及时加以纠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中方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
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
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
产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或

5%的关税，自 2018年 9月 24日
12时 01分起实施。如果美方执
意进一步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中方将给予相应回应，有关事
项另行公布。

中方再次重申，实施上述
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遏制贸
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
应，中方希望美方停止贸易摩
擦，中美双方通过平等、诚
信、务实的对话，相互尊重，
共同维护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
关系大局，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促
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实施加征关税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我中心依据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裁

定书（2017）苏 1181执 3921号之

三。并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请郦玲娟、

陈志军在 2018 年 10 月 15 日之

前到我中心办理不动产权相关

过户手续；如果上述当事人逾期

不到，我中心依法将坐落于世纪

东升 5幢 2单元 401室及车库房

地产过户至王银芳名下。土地

使用权证号：（2010）01622 和房

产证号：丹房权证云阳字第

01038664号同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9月18日

招聘信息
●现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招聘房地产销售员三名，
要求有专业初、中级职称，年龄40
周岁以下，待遇丰厚，咨询电话：
15252934961。

出租信息
●原珥陵食品站，占地 4亩，建筑
面积 2000 平米；原运河食品站，
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1300 平
米。联系电话：13952920288

出售信息
●世纪豪都4加5，面积200m2，急售13952830116
●司徒工业园有全新厂房（国土）15306105816

转让信息
●开发区有一营业中酒店转让，面积约
1500m2，有停车厂，接手可做火锅、中餐，

价 格 面 议 ，非 诚 勿 扰 ，徐 女 士
18952959386
●市中心营业中网吧转让（500m2），13861381256
●丹阳云阳镇农业基地转让，面积200余
亩，含蔬菜大棚、冷库及水利设施，配套房
屋800m2，价格面议。电话：13451956599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锁平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横塘镇双合村九组、丹横字第
010209269号房产证遗失（灭失），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汪爱权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后 巷 镇 民 有 村 1 组 、字 第

700136号房产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胡风林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麦南八组、丹房权证丹
麦字第 0104228 号房产证、丹地
号 6-8-8土地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房产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2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汪哎球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后巷镇民有村一组、丹（后）集
用（2004）第005718号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乔健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开发区商业街 24-2-201、丹国用
（2002）字第 5116 号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
遗失（灭失）声明
吉东东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珥陵镇黄埝村 8 组、丹房权证
珥 字 第 黄 249 号 房 产 证 、丹
031074447土地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房产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9月18日

遗失信息
●丹阳市美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号码：87910002,87910001，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万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激活网吧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激活网吧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遗 失 ， 税 号 ：
321181782704204，声明作废。
●丹阳市激活网吧营业执照副本
遗 失 ， 编 号 ：
321181000201506150187，声明作

废。
●管丹萍遗失丹阳市开发区馆饱
小吃店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6200027，声明作
废。
●王德兴遗失江苏天坤集团有限
公司收据壹张，号码：8507933，声
明作废。
●丹阳市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的吕城镇河北农贸市场
1#、3#楼因规划调整，原已办理
的 商 品 房 预（销）售 许 可 证
[170038]，编号：丹房销第 201743
号，声明作废。
●朱梦雨遗失丹阳师范学院学生
证，证号：161405311，声明作废。
●丹阳市飞黄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号 码 ：
06651666~06651670，声明作废。
●张友芳遗失丹阳市云阳镇来乐
棋牌馆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706140104，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6140105，声明作
废。
●谭和荣遗失丹阳金鹰开据的装
修押金收据，号码：0020538，声明
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天宇车灯厂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1508402，声明作废。
●洪瑞龙遗失丹阳市开发区瑞龙
五金厂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507070194，声明作
废。
●刘建玲遗失行车证，证号：
3211000126087，声明作废。
●镇江聚源电力安全设备栓测有
限公司原合同章遗失，号码：
3211810971153，声明作废。

广告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国际仲裁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鹏
起 18日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突飞猛
进，商业交易模式日趋复杂，
国际经贸投资纠纷日益增多，
国际仲裁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举办的首届贸仲全球仲
裁员大会 18日在北京召开。卢
鹏起在会上说，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历经 62 年发展，
现聘任仲裁员共计 1441 人，来
自世界 65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
了一支国际化的优秀仲裁员队

伍，塑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仲
裁服务品牌。

卢鹏起说，国际仲裁是平
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主要
方式，是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便捷的法制化国际营商环
境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督查组高度关注“盒饭霉变”事件

高铁常温链盒饭将停用
新华社北京 9月 18 日电

国务院督查组高度重视“北京开
往武汉高铁供应盒饭发霉”一
事。连日来，国务院第五督查组
先后到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
12306客户服务中心、北京西站
等地进行实地督查，并与铁路总
公司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力促
问题解决。

9月8日Ｇ505次列车上，有
旅客发现其购买的常温链盒饭
霉变，食用后导致上吐下泻。该
霉变盒饭由上海新成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广州动车餐饮有限公
司采购并销售给旅客。

据介绍，目前动车组供餐
以冷链为主，以预包装常温链为
应急准备。冷链盒饭由铁路或
地方动车供餐基地企业加工，保
质期为72小时，贮运温度在0摄
氏度至 10 摄氏度，超过保质期
的未销售盒饭，统一收回处理；
常温链盒饭是工业化集中加工
生产，实行高温、高压、充氮、密
闭操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督查组成员、市场监管总局

食监一司副处长崔伟表示，常温
链盒饭采取了罐头生产工艺，正
常状态是安全的，食品安全风险
控制点在于防止包装容器破损
而导致霉变。冷链盒饭也应强
化过程控制，盯紧食材采购、生
产加工、包装入库、物流配送、全
程温控等关键环节，守好安全底
线。

对此，铁路总公司表示，高
度重视铁路食品安全问题，已迅
速采取食品控制措施，全部封存
下架涉事产品；同时，已委派调
查组开展调查，并已部署开展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
透露，由于常温链盒饭储运时间
长，易发生包装容器破损造成霉
变等影响食品安全的问题，自今
年9月29日起，全国铁路将停止
使用常温链盒饭。下一步，将完
善相关机制，强化全链条管控，
确保铁路餐饮和食品安全；同
时，丰富冷链盒餐供应，不断提
升餐饮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