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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陈哲）记者昨日从丹阳站派
出所了解到，24 日晚，丹阳站南
广场巡逻民警发现了一名形迹
可疑的男子，经查，该男子竟是
一名涉嫌诈骗罪的在逃人员，而
他此前还曾因持刀抢劫入狱。

据丹阳站派出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24日 22时许，正在丹阳
站南广场巡逻的丹阳站派出所
民警郑永朋发现出口处有一名
男子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于是
便带领辅警人员上前盘问。该
名男子顿时显得很慌乱，一会说
自己是来接人的，一会又说准备

买票出行。于是民警要求其出
示身份证件，然而该男子始终不
情愿、不配合。不过，在民警的
再三要求下，男子最终从衣服口
袋里掏出了身份证。民警郑永
朋接过身份证后，立刻在网上进
行了信息比对，结果显示，该男
子竟是一名涉嫌诈骗的在逃人
员。民警随即将其控制，并带至
民警值班室开展进一步盘查。

经查，该男子姓闫，江苏邳
州人，28 岁。2019 年 1 月 2 日，
在常熟市虞山街道书院街某酒
店一房间内，闫某以婚恋为名
实施诈骗，共骗取被害人 70000

元人民币。随后，受害人报
警，闫某被当地公安机关网上
追逃。面对民警的盘查和公安
信息网上显示的在逃人员信
息，闫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

此外，民警还对其进行了前
科信息比对，发现闫某在 2015年
期间，曾在我市界牌镇因持刀抢
劫被丹阳警方抓获，并判处了 4
年的刑期。如今，刑满释放还未
多久，闫某竟又走上了诈骗他人
的犯罪道路。

目前，闫某已由丹阳站派出
所移交常熟警方处理。

“抢过”“骗过”，他在火车站没“逃过”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纪军） 25日晚上，镇江交警高
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丹阳窦庄服
务区巧妙设伏，查获疑似冰毒180
余克。

“喂，是公安局吗？我是一辆
大巴车的驾驶员，之前有一位乘客
突然提前下车，现在又说有东西落
在我车上，想开车过来拿，感觉有
些不对劲，你们能过来看看吗？”25
日晚上7时许，镇江交警支队高速
公路一大队指挥室突然接到这样
一通报警电话。随即，指挥室将该
情况汇报给了当天值班的中队长
颜华中。听完后，颜华中意识到这
起事件很不寻常，其中必有蹊跷，

随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
在初步了解情况后，颜华中迅

速作出判断，决定在丹阳窦庄服务
区设伏和查缉。于是，他要求报警
人假意答应该乘客的要求，继续往
前行驶，同时将车辆临时停靠地点
由镇江仙人山服务区改成丹阳窦
庄服务区。

在挂完电话后，颜华中立即
驱车全速赶往窦庄服务区，提前
与湖北籍大巴车司机见了面。此
时，距离该“乘客”约定拿取物品
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颜华中和中
队民警戴俊赶忙换上便装，假扮
为乘客上了大巴车，并分别坐在
该乘客之前座位的前后方。从座

位缝隙中看过去，座位的后背上
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几袋白色晶
状物体，联想到该乘客的种种反
常迹象，颜华中立刻联想到，这很
有可能是冰毒！为了不引起怀
疑，颜华中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
时继续暗中观察。

当晚8时10分许，一名中年男
子上了大巴车后，径直走向设伏座
位。而就在他刚刚准备拿取物品
时，颜华中和戴俊直接将其控制并
迅速带离现场。经了解，白色晶状
物体疑似“冰毒”（已送检），重量约
188克，而该男子尿检结果也显示
为阳性。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之中。

本报讯（记者 李潇）近日，
市民周芳（化名）向本报反映，她
在打车时遇到一位的哥，不仅因
嫌地方“太偏”而欲拒载乘客，而
且要求增加收费，到达目的地后
更是摇下车窗骂人。周芳希望
相关部门能对这位的哥进行批
评教育。

周芳告诉记者，25日傍晚 6
点 15 分左右，她从金鹰附近打
车前往滨河凤凰城，没想到的哥
称目的地太偏，回头载不到客
人，于是让已经上了车的周芳下
车重新叫车。“出租车怎能拒
载？况且滨河凤凰城也不是很
偏僻。后来的哥又说要不然多
给点钱，但我坚持要打表，的哥
的情绪就变得很激动，并且脏话
连篇，坚持让我下车。”周芳说，
本来重新打车也不是不可以，但
是的哥的态度实在太恶劣，让她
很生气，于是跟对方杠上了，“后
来的哥没办法只能送我到了目

的地，最后打表显示的费用是 8
元。”

然而，周芳付了钱后，的哥
竟然把车窗摇下来对着她骂了
一通，然后开车就跑了，这让周
芳更加生气，于是立即记下了出
租车号牌“苏 LXD637”。“本来
大家可以互相谅解，但是这位的
哥的态度实在没法让我作出让
步，如此缺乏职业道德的的哥真
不该从事服务行业！”周芳气愤
地说道，平时打车，的哥的姐的
态度都非常好，并且都是按照规
定做生意，她觉得这位的哥的行
为有损文明城市形象，希望相关
部门能管一管。

想拒载、欲多收打车费、骂乘客——

“这位的哥缺乏素质”

乘客提前下车却又去而复返
民警巧妙设伏查获疑似冰毒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丁芳） 27 日，在环卫处西
城区垃圾中转站，各种类型的
垃圾压缩车来来往往，偌大的
操作间里，工人们正忙得不可
开交。据西城区分公司负责人
介绍，临近春节，市民开始忙
着大扫除，导致各类垃圾剧
增。最近几天，每日所产生的
垃圾量是平时的3倍！

26日下午5时许，记者在兴
隆苑小区的一幢楼后，看到两
只垃圾桶内塞满了各种垃圾，
有旧鞋子、旧衣服，还有废弃
的衣架等物品。一位前来投放
旧物品的大妈告诉记者，这些
东西都是当天下午，她在家里
大扫除时清理出来的各种旧物

品。据了解，随着春节临近，
市民们又开始打扫卫生、准备年
货、更新家具等工作，因此垃圾
增加了许多，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自然增加了不少。“每天都是四
点就起床了，最忙的时候只能匆
忙吃完饭，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又
要开始清运垃圾了。”垃圾清运
工胡茂爱说，由于固定的区域由
固定的人负责，平时几条巷子和
小区的垃圾装一车或者两车就
能运完，最近几天，最多的时候
要装三四车。环卫工人的工作
没有固定的时间，垃圾多了，可
是人手没有增加，只能延长工作
时间运走垃圾。

“ 习 惯 了 ， 累 一 点 无 所
谓，工作就是这样。”老胡乐呵

呵地说道，春节前夕，他们辛
苦点没啥，只要能换来干净整
洁的环境就很开心。

据环卫部门介绍，因为职
业的特殊性，环卫工人在春节
前后没有办法享受正常的假
期，许多节假日都要加班加点
才能让城市更加干净整洁。春
节前夕，由于大部分家庭纷纷
大扫除，所以垃圾增加了不
少。还有的市民将家里不用的
大件物品丢弃在路边，留给环
卫工人清理。但是，一个保洁
地段只有一名环卫工人负责，独
立清理大件物品对他们而言也
是一个难题，希望市民将这些大
件垃圾运送到附近的垃圾中转
站或自行处理。

市民大扫除致垃圾量猛增

环卫工人加班加点清理忙

图片新闻

为了积极引导市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让市民养成良好
的垃圾分类习惯，近日，环卫部门再次组织工作人员走上街
头，耐心为市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图为保洁员在引导市民
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颜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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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丹阳市食品总公司是丹阳市唯
一获得生猪定点屠宰国家A级资质的国有
企业，主营生猪收购调进、屠宰、加工、猪肉
产品批发零售、冷藏运输，水产品、牛肉产
品、速冻食品代储和销售，市场管理服务
等。丹阳市食品总公司肉联厂拥有两条标
准化生猪屠宰线，一座专业型猪肉批发市

场，自用冷库和保鲜库一座，承担着全市人
民吃上“放心肉”的重任，保障着全市人民
的猪肉消费安全。2018年 4月，顺利通过
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7年10
月，我司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恒都牛肉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丹
阳地区恒都牛肉总经销,引入恒都的休闲
食品、有机牛肉、牛排、牛肉片、牛肉丸、熟
食、菜品等系列产品。在千家
乐市场一楼开出国营直销肉
店“丹食肉庄”。春节期间，牛
肉产品，鸡蛋、红枣等干货产
品也进入销售。同时竭诚为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及其他集伙单位提供定制服务，免费配送。

选购“放心肉”尽在丹阳市猪肉批发市场·国营肉店“丹食肉庄”
国营肉店“丹食肉庄”
千家乐市场门店
电话：86505176
猪肉批发市场地址：
丹阳市云阳街道石城路3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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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钧慧）昨天，我市举行农产
品深加工联合研发中心启动暨
揭牌仪式。市领导刘宏程、王
亚利，来自吉林农业大学、江苏
大学、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
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0 多
位院士、专家、教授，以及我市
农业骨干企业负责人参加揭牌
仪式。

近年来，我市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深
度融合，发挥科技创新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
关键和引领作用，科学布局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了
以粮油为主导，以茶叶、木业、
食用菌等为特色的农业产业格
局；建成2个农产品加工园区、
3个院士工作站、1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6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拥有 14 家国家、省农
业龙头企业和 13 家农业高新
技术企业；每年粮食总产量达
50余万吨，是苏南地区唯一的
商品粮基地，农产品加工总产
值达到 276.72 亿元。另外，我
市草菇周年化栽培技术研发项
目和农林剩余物功能人造板低
碳制造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草
菇加工型新品种选育与应用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省重
大成果转化项目。

为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一、二、三产深
度融合，我市建设农产品深加
工联合研发中心。该中心是农
业科技研发和服务平台，由市
政府、相关领域的知名高校和
有关农业骨干企业共同打造，
将按照“成熟一个建设一个”的
原则，先期建设食用菌研究所，
并分期建设桑产业研究所、茶
产业研究所、有机稻米生产及
深加工研究所、果蔬深加工研
究所等，以及一批项目孵化企
业。

副市长刘宏程在会上指
出，我市建立农产品深加工联
合研发中心，有利于突破制约
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
性技术，开展多样化的重大农
业科技合作，培育战略性目标
产业群，开创现代农业发展的
新局面。

农产品深加工联
合研发中心揭牌

（上接1版）张叶飞在送上
慰问金和新年祝福的同时，也
对方美珑在艺术方面的贡献表
示感谢，感谢方美珑把艺术承
下来又传下去。临走之前，张
叶飞还应邀与方美珑及其女
儿、徒弟合影留念。

建国前老党员严锁荣，曾
参加过抗日战争，现年92岁，依
然精神矍铄。在严锁荣家，张
叶飞坐下与老人及其女儿亲切
聊天，询问老人生活状况和身
体情况。当张叶飞问及对地方
上是否有想法或是要求时，严
老当即说道：“政府照顾得好，
女儿也孝顺，把我照料得好，很
满足！”张叶飞对严老一家良好
的家风表示欣喜，在送上慰问
金和新年祝福的同时也表示，
老党员们是党的财富，地方组
织一定要照顾好他们，让他们
乐享晚年。

在珥陵镇敬老院，张叶飞详
细询问了入住老人、工作人员以
及基本设施配备情况。据介绍，
珥陵镇敬老院内现有五保户50
多人，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

也已 60多岁。在买菜一事上，
工作人员不参与，而是由老人们
自己通过选举选出 3位代表帮
助大家买菜，如果大多数人对近
期买的菜不满意，老人们会重新
选举。张叶飞逐一和老人握手，
提前给他们拜年。张叶飞希望
敬老院用更优质的服务、更热切
的关怀把老人照顾好，同时他要
求要进一步提高改善基层敬老
院的设施条件，让老人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黄春年也嘱咐，
春节期间一定要提高敬老院老
人的伙食标准。

困难职工陈留友，现年 51
岁，在江南面粉公司上班，儿子
患有脑瘤，长期卧床，生活无法
自理，妻子则在家照顾儿子。
张叶飞慰问时对陈留友夫妻俩
表现出来的乐观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表示赞赏，嘱咐他们有困
难一定要跟地方政府说。现年
30岁的陈明明，精神二级残疾，
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其母亲
周玉仙身体不好，在家照顾他，
无收入，家庭生活困难。在看
到陈明明一家房屋老旧时，张

叶飞嘱咐地方政府一定要想办
法为其改善住宿条件。得知陈
明明去镇江治疗无法使用医保
时，黄春年表示将尽快打通与
镇江的医保接续“关节”。优抚
对象潘建平，现年59岁，一家三
代都是军人，儿子潘冬 2005 年
在舟山进行军事演习时因公牺
牲，父亲是老复员军人，自己是
退伍军人，肢体四级残疾。慰
问时张叶飞嘱咐潘建平要保重
身体，照顾好老人。

最后，张叶飞一行来到
92138部队，详细了解了部队官
兵们训练和生活起居情况，并
与大家亲切交谈。他代表镇江
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官
兵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
祝福，感谢他们为保障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应急抢险救援中
所作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新
的一年里为镇江、丹阳建设发
展再立新功。在部队官兵的引
领下，张叶飞一行还参观了部
队的轰炸机机场。

镇江市政府秘书长杭祝鸿
参加了慰问活动。

张叶飞来丹开展春节慰问

陵口镇妇联开展“社会
妈妈”结对关爱活动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讯
员 钱奕婷）25日，陵口镇25名困
境儿童各自收到了一份来自“社
会妈妈”的礼物，让他们小小的世
界变得温暖而又明亮。这是陵口
镇妇联组织开展的“织爱行动 情
牵童心”我们一起过大年暨“社会
妈妈”结对关爱困境儿童活动。

据悉，“社会妈妈”帮困助学
是我市妇儿工委、市妇联的一项
品牌工作，也是陵口镇妇联的一
项重点工作。此次活动由陵口镇
4名党政领导、9名机关部门负责
人及12名行政村妇联主席与25
名困境儿童结对，每位“社会妈
妈”都给结对儿童送上了500元
红包、爱心大礼包及年货大礼包。

宣

24日，延陵镇卫生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延陵、行
宫、麦溪三片的职工，开展了你画我猜、拔河比赛、掼蛋比赛等活动，
丰富了延陵镇卫生院职工的业余生活，增进了全院职工的友谊，也
提高了团队合作精神。（记者 茅猛科 通讯员 尤清云 摄）

延陵镇卫生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王辉）26日上午，佩尔艺术
馆开馆仪式暨“幸福导墅”2019
年迎新春书画展在江苏佩尔集
团举办，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
者和广大市民前来观展。

据了解，佩尔艺术馆建筑总
面积1500平米，分为展区和创作
区两个部分。“佩尔艺术馆的成
立是导墅镇全民艺术普及的一
项重要内容，架起了政府、学校、
企业和艺术家之间密切合作的
桥梁，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
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更体现新时代书法、美术和摄影
等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现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幸福导墅”2019年迎新春书画
展是佩尔艺术馆开馆首展，展览
为期一个月，共展出作品126件，
其中书法作品63件，包括楷书、
行书、草书、隶书等；美术作品58
件，包括国画、工笔画、水粉画等。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导墅
镇深入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
作，通过举办书画展、摄影展、
开展艺术培训交流等活动让更
多的人了解艺术、热爱艺术，进
一步推动了新时代导墅文化艺
术教育持续深入高质量发展。

佩尔艺术馆正式开馆
“幸福导墅”2019年迎新春
书画展成艺术馆“首场大秀”

本报讯 （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蒋跃军） 25日下午，我市召
开第一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律师协会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等，律师协会
正式成立。据了解，这是镇江
辖市区首家律师协会。

近年来，我市律师队伍逐

步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宽，
律师工作在全市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
17 家、专职律师 171 人、公职
律师 8人、援助律师 3人。2018
年，全市律师事务所承办各类

诉讼案件 5961 件、非讼事务
173件、仲裁案件 441件，担任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顾
问 819 家，律师人数、办案数
量、业务收费均保持逐年增长
的良好态势。

据悉，律师协会共有律师
代表 60 人，涵盖了专职律师、

公职律师和援助律师。律师协
会的成立，将更好地改善律师
职业环境，团结辖区内的律
师，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发挥
律师职能作用，有利于促进全
市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
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镇江首家辖市区律师协会在丹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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