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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9月25日 10KV河西 143线
（全线：高甸村、北陵西、五龙村
一带）09：00~09：30；

10KV 河东 145 线（全线：水
湖村、孙家湖、戴巷、丹阳市嘉宝
不锈钢器皿有限公司一带）09：
00~09：30；

10KV 立交 52106 开关以下
（52106：郭家村小区、邱家村、农
贸市场住宅、丹阳市中医院、交警
大队宿舍、丹阳市环境保护局、丹
阳市人事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丹
阳市交通局、云阳路、金属轧钢厂
住宅一带）05：00~08：00；

10KV后镇116线路至中心大
街 1#环网柜 116 开关（116 线至
1#环网柜116开关：世纪佳园北、
世界家园、前巷花园村、前巷小
区、中心校变、跳板桥、后巷工具
城、大世界北、通港路、新兴家具、
凯达公用、丹阳市江城工具厂、丹
阳市天成工具职工宿舍楼、江苏
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一带）06：00~
12：00；

10KV后工121线路至育才路
4#环网柜121开关（121线至4#环
网柜121开关：丹阳市精达铜业有
限公司一带）06：00~12：00；

10KV 皇南 11103 开关以下
（11103：跳板村连家塘、探家村、
石塔里、前东岗、跳板二站、马家
庄、阳庄大队、小坟头、庙巷村、荒
灯坝一带）07：00~13：00；

10KV 皇南 11111 开关以下
（11111：缪家塘南村村包舍村一
带）13：00~16：00。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10部影片：
郑伊健、陈小春等主演剧情、动作、犯罪电影《黄金兄弟》；剧情、

爱情、家庭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剧情、动作、犯罪电影《虎胆追
凶》；赵涛、廖凡主演爱情、犯罪电影《江湖儿女》；古天乐、张智霖主
演剧情、犯罪、动作电影《反贪风暴 3》；喜剧、动画、家庭电影《大闹
西游》；姚星彤、立威廉主演喜剧、爱情电影《冷恋时代》；堺雅人、高
畑充希主演犯罪、剧情电影《镰仓物语》；汤姆·克鲁斯主演动作、惊
悚、冒险电影《碟中谍 6：全面瓦解》；动作、冒险、科幻电影《蚁人 2：
黄蜂女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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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7部影片：
郑伊健、陈小春等主演剧情、动作、犯罪电影《黄金兄弟》；剧

情、爱情、家庭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剧情、动作、犯罪电影《虎胆追
凶》；赵涛、廖凡主演爱情、犯罪电影《江湖儿女》；姚星彤、立威廉主
演喜剧、爱情电影《冷恋时代》；喜剧、动画、家庭电影《大闹西游》；
古天乐、张智霖主演剧情、犯罪、动作电影《反贪风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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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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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蟹迷们来说，一年中最
美好的时节来了！每年中秋，
如果不能美美吃顿大闸蟹，这
个节感觉都过得不甘心。

究竟如何挑选螃蟹？大闸
蟹是吃公的好还是母的好？大
闸 蟹 的 正 确 打 开 方 式 究 竟
是？……现在让我们来探索一
下有关大闸蟹的十个真相。

1：大闸蟹是吃公的还
是母的？

会吃蟹的人都知道“九雌
十雄”，也就是每年的九、十两
个月是最佳时间。每年九月中
旬至十二月是阳澄湖大闸蟹的
成熟季节，农历九月雌蟹壳凸
黄满，肉质细嫩。十月雄蟹膏
脂厚腻，肉丰味美，最是食蟹佳
期。有句老话是“九月圆脐十
月尖”，记住这个就可以吃到最
美味的大闸蟹了。

2：究竟怎样选择最新
鲜的大闸蟹呢？

一看蟹壳。凡壳背呈黑绿
色，带有亮光，都为肉厚壮实；
壳背呈黄色的，大多较瘦弱。

二看肚脐。肚脐凸出来
的，一般都膏肥脂满；凹进去
的，大多膘体不足。

三看螯足。凡螯足上绒毛
丛生，都螯足老健；而螯足无绒
毛，则体软无力。

四看活力。将螃蟹翻转身
来，腹部朝天，能迅速用螯足弹
转翻回的，活力强，可保存；不
能翻回的，活力差，存放的时间
不能长。

3：阳澄湖的大闸蟹有
啥特点？

“青背”、“白肚”、“金爪”、
“黄毛”，除了外观特点以外，它
的肉质比较微甜，吃起来口感
比较好。

4：网上一直流传孕妇
不能吃螃蟹，否则会导致
流产是真的吗？

专家表示，孕妇吃螃蟹造
成流产，绝不是因为吃了螃蟹
的原因，往往是因为错吃了螃
蟹，比如孕妇本人对河鲜过敏，
螃蟹本身不新鲜或有寄生虫
等。

5：大闸蟹+西红柿〓
吃砒霜是真的吗？

螃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不会
中毒。西红柿有点酸酸的，两
个一起做汤的话，味道还是不
错的。

6：吃大闸蟹有哪些禁
忌你知道吗？

大闸蟹吃起来好吃，但还
是有很多讲究的。吃螃蟹的时
候尽量不与柿子、凉茶、啤酒、
高脂肪等食物同食。蟹肉性
寒，脾胃虚寒者尤应引起注意，
以免引起腹痛腹泻。

7：大闸蟹怎么做更健
康？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营
养素损失越少越好，蒸菜几乎
是最能保留营养成分的烹调方
法。建议大家把螃蟹蒸着吃。
一般 4两的螃蟹要蒸到 18分钟
以上，蒸好以后把火关掉，等三
分钟再拿出来，螃蟹口感会更
好一点。

8：大闸蟹吃法分“文
吃”和“武吃”？

相传古代，文人雅士特别
喜欢聚在一起品蟹。每人还会
自备一套吃蟹工具，俗称“蟹八
件”。用圆头剪刀逐一剪下蟹
脚，将腰圆锤对着蟹壳敲打一

圈，再以长柄斧劈开背壳和肚
脐，之后拿钎、镊、叉、锤或剔或
夹或叉或敲，取出蟹黄、蟹膏和
蟹肉，一件件工具轮番使用。
现在用得最多的还是剪刀、钳、
长柄叉。

看完上面这些，是不是觉
得这吃法实在太磨叽，一时满
足不了很多吃货。对于一些迫
不及待的吃货来说，选择武吃
则爽多了，从蟹腿开始吃，然后
把蟹盖打开，用把小勺，舀一点
混着姜末子的香醋，倒入蟹盖
头，再用筷子把肥实幼滑的蟹
黄挑出来，吃完蟹盖以后，把蟹
身一分为二，吃着那瓣瓣如丝
的蟹肉，细细咀嚼，唇齿留香，
一个不过瘾再来一个。

9：螃蟹身上这4个部
位千万别吃，你知道吗？

首先，蟹腮是不能吃的，腮
是蟹的呼吸器官，里面很脏，打
开蟹壳后首先去除。

第二个部位就是蟹肠了，
里面有蟹的排泄物，不好清洗，
所以就别吃了吧。

第三个部位是蟹胃，躲在
蟹黄里的三角包儿，同蟹肠一
样，也有蟹的排泄物。

第四个是蟹心，也叫蟹六
角板，这个东西在蟹黄中，不好
找，但它成六角形，样子很显
眼。

10：吃大闸蟹有啥讲
究？

螃蟹最好是趁热吃，切记
不吃死蟹、不吃生螃蟹。另外
建议大家，吃螃蟹的时候可以
搭配醋、姜、葱或者是紫苏、黄
酒，可起到辛温解表，既能增加
鲜味、也能杀菌助消化。但是，
螃蟹好吃不能贪多，它是属于
寒凉的食物，吃完之后可以喝
杯姜茶驱寒温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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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不知不觉，中秋小长假
已经进入了尾声。今天是一年一
度的中秋佳节，天气也非常应景，
白天是晴朗天气，夜晚适宜赏月。

每到节假日，大家最期盼的就
是天气晴好，没有降雨过程。不负
众望的是，这次中秋假期的天气很
给力，完全没有雨水来扰，前两天，
阳光也稳稳当当地“值班站岗”，给
大家探亲访友游玩带来了有利条
件，与此同时，气温也不冷不热，舒
适宜人。

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晴
好天气也依然继续，计划今天返程
的市民大可放心，预计早晨最低气

温 18℃到 19℃，白天最高气温
25℃到26℃。

今天的气象条件也有利于赏
月。届时，让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边
吃着月饼，一边欣赏明月当空的迷
人夜景，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吧。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晴到少云，早晨最低

气温：18℃到19℃，白天最高气温：
25℃到26℃。

25 日全市多云到阴，早晨最
低气温：17℃到18℃，白天最高气
温：24℃到25℃。

26 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17℃到 18℃，白天最高气温：
24℃到25℃。

今年中秋节比去年早了
10天

新华社电“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24日，迎来中秋佳节。天
文专家表示，今年的中秋节比去年
提前10天到来。中秋节子夜时分
左右，我国部分地区将现“皓月顶
空照”美景。

一些细心的公众发现，2017
年中秋节对应的阳历日期是10月
4日，今年对应的阳历日期是9月
24日，而2019年对应的阳历日期

是9月13日。
“这意味着今年的中秋比去年

早到10天，比明年晚到11天。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国公
历和农历转化的结果。最晚中秋
和最早中秋可以相差一个月。”中
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赵之珩说。

中秋团圆夜，赏月正当时。赵
之珩介绍说，24日中秋节当天月出
时间为18时20分左右，玉兔东升，
光亮、圆润，像一块玉琢的盘子，将
洁白的月光洒向大地。20时30分
以后，月亮冉冉上升，珠圆玉润，光
彩照人，开怀候嫦娥。

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月越升越
高，25日零时左右月上中天，中秋
月升至最高，也最亮，位于正南方
天空，上演“皓月顶空照”美景。月
到中秋分外明，如水月华寄情思。
此时此刻，皎洁的月光像银色的轻
纱披在大地上，让人顿生无限遐
思。5时以后，晶莹剔透的中秋圆
月渐渐西沉，将满满的祝福留在人
间。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节当天

最宜赏月的地方是辽宁、北京、天
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这
也意味着这些地区可以欣赏到“皓
月顶空照”美景。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
千里明。”天文专家提醒说，中秋节
当晚，感兴趣的公众不妨寻一处避
开城镇灯光之处，静候“皓月顶空
照”美景出现。有条件的公众如果
选择靠近河、湖、海的地方赏月，更
有意境。

今天天气晴朗 可静候“皓月顶空照”美景

大闸蟹的十个真相了解一下

运用“蟹八件”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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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徐瑾）
21 日上午，爱家·尚城副总经
理马珏带领部分员工带着慰问
品来到西门老年公寓看望老
人，送去了中秋佳节的祝福。

当天上午，马珏和部分员
工一起来到老年公寓，听闻一
些老人无法行走，只能卧床休
息，马珏和几位员工准备将慰
问品亲自送到老人床边。来到
四楼的房间，见一些老人正在
休息，大家便放轻了脚步，马
珏将慰问品一一送到老人床
头，并轻声和他们交谈。走到

其中一个床位时，老人正在睡
觉，老年公寓工作人员想要叫
醒老人，却被马珏阻止了：“让
老人好好休息，我们的祝福送
到就行了。”随后，马珏还轻声
送上了祝福：“老人家，祝您节
日快乐，有时间我们再来看
您。” 说完之后，还做出噤声
的手势，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人。

临走前，马珏告诉记者，
今后，爱家·尚城会不定期组织
员工前来探望老人。

到老年公寓慰问有老人正在休息，他们不忍打扰——

“嘘！祝福送到就行了”

记者 李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近
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
养狗，城乡的流浪狗也多了起来，
而流浪狗伤人事件更是频发。昨
日，皇塘镇蒋家村村民荆先生致
电记者反映称，22 日傍晚时分，
他们村上窜来一条流浪狗，短短
几分钟就先后咬伤三个人。为
此，他和村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对流浪狗加强管理。

三名村民被流浪狗咬
伤

提起 22日傍晚发生的一幕，
荆先生仍心有余悸。他告诉记
者，当时大概是6点半左右，他吃
过晚饭坐在门口和邻居聊天，突
然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条黑狗，
将一名出来倒水的村妇咬伤后，
又跑到自家门前，先是将其父亲
的腿部咬伤，接着又跳起来将他
的手臂咬伤，然后跑掉了。

“当时，我们立即报了警，村
里人心惶惶，不少村民都找来木
棍防御，就怕狗还会窜出来咬
人。”荆先生介绍，当晚被流浪狗
咬伤的村妇和其父亲伤势都比较

重，伤口处鲜血淋漓，“随后，我们
三人都到医院打了狂犬疫苗。”
接警后，皇塘派出所民警第一时
间赶到村里，了解情况并寻找咬
人的流浪狗。当晚 8 时许，咬人
的流浪狗在村子的一个角落被民
警发现并打死。随后，民警对狗
尸体做了深埋处理。

流浪狗究竟由谁管？

那么，城乡的流浪狗究竟是
由哪个部门管理？市城管局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浪狗属
于公安部门管辖范围。随后记
者从警方了解到，如果市民碰到
恶犬伤人等情况，可直接拨打
110 报警，辖区派出所会当即进
行处置。对于未伤人的无主犬，
警方也曾专门进行过抓捕，并在
241 省道练湖境内进行妥善安
置。但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
抓捕和收容流浪狗已不了了
之。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
前民间救助成了收容流浪狗的
主要方式。“与家养犬不同，流浪
犬四处游荡，容易因为饥饿、惊

扰、患病等原因攻击人类。这一
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造成的，没
有责任心的养犬人随意遗弃，或
是不看管好，才会造成流浪狗泛
滥。”一名爱狗人士告诉记者，

“其实我觉得要管理好流浪狗，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除了要
确定主管部门并加强管理外，更
要从源头上抓起，加强宣传教
育，引导市民不要弃养并看管好
自家宠物，对于随意遗弃宠物的
个人，应进行相应的追责，才能
减少流浪犬只。”

流浪狗管理法规存空
白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目
前，由于流浪狗管理法规存空
白，作为处置流浪狗的主要部
门，公安机关在具体执行中常常
显得力不从心，很难有效管理。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主
要查处的是“流浪狗伤人”事件，
而涉及到无主的流浪犬，即便接
到市民相关投诉，也没有法律依
据可以处理。

“我市也曾发布过养犬管理

规定，但这一规定不是法律，没
有强制约束力，从而导致当时规
定中要求的处置无主犬的资金、
场地、机构均无法落实。”记者从
警方了解到，无法可依是目前政
府部门在管理流浪狗时面临的
一大难题。

谈及流浪狗管理问题，有关
法律人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
我市应多开设一些流浪动物收
容、留检场所，形成一定的示范
效应。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同时
对流浪狗进行收容，会改变流浪
狗的状况。但流浪狗的问题最终
还是要从源头抓起，让大家形成
文明养犬的习惯，不随意遗弃犬
只。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仅仅
只是重视流浪狗的收容，那流浪
狗是永远收容不完的，因为流浪
狗会不断出现。

【新闻链接】

针对频繁的流浪狗伤人事
件，国外一些城市是如何治理流
浪狗问题的？

德国：德国的流浪犬数目相
对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德国

的宠物收养门槛较高。德国养
犬必须交养犬税、上强制保险。
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德国的宠
物一般都会植入辨明宠物身份
的电子芯片。假如饲主弃养，可
以通过植入的芯片找到当事
人。德国《动物保护法》强调，随
意丢弃宠物狗属于违法，一经发
现，罚款最高可达9万欧元(约合
人民币68万元)。

美国：纽约市民如果放弃养
宠物，不能将猫狗随便扔到马路
上，而是要送往动物收容所。公
办收容所和民间收容所互相配
合，保证其接纳能力。流浪狗在
收容所里，一般有一定的招领限
期。在这个时间内，流浪狗若无
人领养，它们就会被处以安乐
死。

日本：东京遗弃动物会被
处以最高30万日元，相当于2万
元人民币的罚款。一些机构规
定，如果是3天内没有被认领或
认养的流浪狗，将被强行结束生
命。东京地区还经常举办宠物
交换活动，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
己的宠物，减少宠物被丢弃的可
能。

流浪狗短短几分钟先后咬伤三人
如何管理流浪狗法规存空白，关键还要从源头抓起，市民不能随意遗弃犬只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谢谢，谢谢你
们……”金奖银奖，不如老百
姓的夸奖，9 月 21 日上午，司
徒镇固村村委会的村干部一行
冒雨来到司徒派出所，代表村
民向该所所长施文进送上了一
面锦旗，感谢警方的惩恶扬
善，有力维护了一方平安，提
升了群众安全感，

去年 10 月 8 日，司徒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该镇某企
业内发生聚众斗殴事件，双方
均有人受伤。接警后，该所立
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处置。民
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只留
下部分作案工具，而聚众斗殴
人员均已逃离。经调查，聚众
斗殴双方为一伙安徽人和一伙
贵州人，双方因争夺赌博场地
发生斗殴。

案发后，司徒派出所立即
成立专案组，实施追逃抓捕。
办案民警先后 10次赶赴安徽宿
州、江苏徐州等地，经过近一
年的艰辛侦查，终于将 30余名

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归案。至
此，“10·8”聚众斗殴案件成功
告破。

据了解，近年来，司徒派
出所始终坚持“警务围着警情
转、警力跟着治安走”的思
路，大力推进勤务机制改革，
最大限度地把警力部署在案件
高发、防范薄弱、便民服务的
重点时段和部位上，构建了社
会治安全天候机制，全面收
集、深入研判来自社会各个层
面和网络上的情报信息，有效
预警，从源头上夯实辖区治安
稳定的基础。

警方的努力得到了当地村
委会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和认
可，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感人的
一幕。

历经艰辛把案破
群众自发送锦旗

露天切割报废汽车 操作不当车辆起火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杨超）日前，在机场路附
近，一男子露天切割报废汽车
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起火，
幸好消防官兵及时赶到现场将
明火扑灭。

当日 16 时 34 分许，开发区
机场路朝华模具城路段发生火

灾。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官兵
火速赶赴现场处置，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辆汽车侧翻在地，车身全
部被火势吞没，消防官兵立即进
行处置。经过大约 20分钟的扑
救，明火被成功扑灭。

据事故车主介绍，此车为收
购来的一辆报废车，自己在切割

时，操作不当，导致火花溅入车
内，才引燃了汽车。

在此，消防部门提醒，此类
案例大多是操作人员的疏忽大
意导致，希望广大市民在以后类
似的操作环境下，要有一定的预
见性，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避
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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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一项重大的国
情国力调查。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
四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的 通 知》（国 发
〔2017〕 53号）、《江苏省政府关于我省做
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苏
政发〔2018〕 17号）、《镇江市政府关于
做好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
知》（镇政发〔2018〕 14号）、《丹阳市政
府关于做好我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
知》（丹政发[2018]105号）的部署安排，
我市将于2018年9~11月开展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单位清查的对象：全市境内从

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个体经营户。

二、单位清查的内容：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
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单位注册地及区
划、联系电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
等；个体经营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户
主姓名、行业类别、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等相关指标。

三、为全面完成单位清查任务，请

各单位及个体经营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
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普查人员的工作，
如实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信息。对拒绝
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
工作的，或拒报、虚报、瞒报、漏报清
查资料的，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
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实施联
合惩戒。

四、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对
于各单位及个体经营户提供的涉及国家
机密、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家庭隐私等

信息，将依法给予保密。经济普查取得
的各项资料，将严格限于经济普查目
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
罚的依据。

单位清查期间，普查人员将佩戴统
一印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做到
依法普查、文明普查。欢迎各单位及个
体经营户对普查人员进行监督，并对不
当行为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0511-86521848

丹阳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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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丹阳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