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贺丽华 组版：赵勤 校对：孙安琪 04民生·身边事

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姜黎黎 束建萍）受台风“利
奇马”影响，我市自 9 日晚上起
至 10日晚上出现区域性暴雨到
大暴雨天气。10 日上午近 10
点，市城管局朝阳市政突然获
悉，在我市饮食店相对集中的华
南路教师新村路段，有一处窨井
出现了堵塞积水问题，如果不及
时处置将影响市民出行。最终，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窨井被成
功疏通。

记者昨日从朝阳市政了解

到，在获悉窨井堵塞的消息后，
他们立即调遣疏通工人前往处
置。“对我们来说，‘险情’就是命
令，一刻也耽误不得。”据参与当
天紧急疏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到达现场时，看到窨井周围不
断冒出又脏又臭的污秽杂物，即
使平日里见多了窨井堵塞的情
况，但当时的场面仍让他们有些
傻眼。

“正当大家有些愣神时，就
听见一个声音说‘太脏太臭了，
我上吧’。”工作人员说，这个声

音正是来自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薛冬顺。紧接着，薛冬顺
就弯下了身子，用专业工具打开
窨井，然后双膝跪在臭水中，毫
不犹豫探下整个身子用双手清
理窨井中堆在外沿处的剩菜杂
物等。然而，尽管薛冬顺动作迅
速，可污水仍没有向下流动，凭
着二十多年的疏通工作经验，他
立即判定窨井内的出水管道口
应该是被日积月累的沉淀污秽
物堵住了。于是，他决定用高压
水车定位冲刷。

当高压水车准备好后，本已
起身的薛冬顺再次双膝跪在臭
水中，探下整个身子，摸索着将
水枪塞到井口管道中，然后开足
马力高压水冲。经过十多分钟
的冲刷，积水终于渐渐退去，此
时双手漆黑、浑身散发着臭味的
薛冬顺也终于露出了笑容。然
而，他还来不及好好洗刷自己，
只是简单地冲洗了一下身上的
脏污，又匆匆赶往下一个需要疏
通的地点……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我市出现暴雨天气，教师新村路段窨井堵塞积水影响市民出行

为了疏通，他跪着探下身子用手清理

图为薛冬顺探下身子用手清理污秽杂物。

通过歌声寻求快乐，为梦想发声

残疾人声乐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潇）“一条

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11日下午，从文化城四楼
传来阵阵歌声，30名残疾人参加
了“隐形的翅膀 残疾人声乐培
训班”，他们正在培训老师张玉
祥的指导下练习合唱，希望通过
歌声寻求快乐，为梦想发声。

“张老师，您看看我这样
发声对不对，还有什么需要改
进的地方？”“发声的方式正
确，但是发声时头不要随意摆
动，这样会影响合唱的整体效
果。”记者来到培训现场时，看
到一群残疾人学习的热情非常
高，纷纷请张玉祥点评他们的
表现，及时纠正自己不对的地
方。张玉祥告诉记者，虽然大
家唱歌的功底一般，有的人唱
歌时还经常跟不上节拍，但大
家都很用心地学习。

坐在第一排的赵正元是我
市肢残协会副主席，也是我市由
残疾人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
——正明力公益服务社的负责
人，虽然他因为中度脑瘫口齿不
清，无法唱歌，但看着这么多人
认真练习，他的脸上洋溢着笑
容。赵正元告诉记者，参加声乐

培训班的这些残疾人都是正明
力公益服务社的成员，大家因为
身体上的缺陷，很多活动都不能
参加，唱歌成了他们消遣娱乐和
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但是，许
多人因为缺乏自信，往往害怕在
公共场合唱歌。“虽然身体有残
疾，但我们也要快乐起来，走出
家门，勇敢唱歌给大家听，这样
既能释放压力，也能给他人带来
快乐。”赵正元说，在一些残疾人
朋友的建议下，他在三个月前开
始筹办声乐培训班。

赵正元说，为了办成此
事，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发
布通知、招收学员，这些在正
常人看来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情，但对我来说却并不简单，
因为身体原因，我只能用一根
手指打字，所以每推送一篇微
信文章基本上需要大半天甚至
一天的时间。”他说，好在有一
些爱唱歌的残疾人朋友比较积
极，很快就有 30 人报名，“这
次残疾人声乐培训班能开办起
来很不容易，多亏了市残疾人
联合会的支持，还有众多热心
人士的帮助。”

培训老师张玉祥是我市第

六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因为一
次和赵正元一起在好人宣德馆
做义工时，偶然得知对方想要为
残疾人进行声乐培训，但苦于没
有声乐培训老师，于是他便当即
表示愿意义务担任培训班的老
师。“张老师平时很忙，除了学校
的工作外，他还热心于公益活
动，加上家里的事情，平时闲暇
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所以他能来
义务担任培训班的老师，我们很
感动。”另一位声乐培训班筹备
人员窦俊杰说，培训场地则是多
亏了爱心人士韦夕瑾，前段时间
她在得知情况后，积极帮助协
调，最终将场地定在了文化城四
楼。

据了解，残疾人声乐培训班
为期三个月，每周一节课，通常
练习的都是红歌、爱国歌曲等。

“等培训结束了，我们希望能在
一些活动中进行公益演出，通过
歌唱寻求快乐，同时也为他人带
去快乐。”赵正元说，残疾人声乐
培训班是“轮椅上的中国梦”项
目中的一个，旨在帮助残疾人开
朗自强起来，同时也希望能为社
会做些贡献。

受超强台风“利奇
马”影响，我市部分地区
遭暴雨侵袭，导致部分
路灯控制箱进水电缆烧
坏。11 日开始，城管局
路灯所全力开展抢修工
作，及时处理台风过后
带来的安全隐患。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赵

鑫 张艳 摄）

近日，从原江西南昌6012部队退伍的50余名老兵相聚我市，
云阳桥社区党员微家的党员代表蒋汉桢带着战友们参观了总前
委旧址，一起回忆当年，展望未来。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朱长华 摄）

本院将对江苏新援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 8项进行

变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江苏新援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 8项

（详见设备清单）。

起拍价为40万元，保证金为4万元，加价幅度为4000元。

二、变卖期间：2019年 9月 1日 10时至 2019年 10月 30日 10时期

间（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 2019年 8月 28日止

（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 0511-86703039，有意向者请提前

与本院预约看样。

四、变卖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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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开发区黄金塘东路的房地产及地上附着物
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开发区黄金塘东路的房地产（商服用地使用
权面积 5171.93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 14187.6平方米，无证建
筑物建筑面积3713.99平方米）及地上附着物。起拍价：17514140元。

二、拍卖时间：2019年 9月 15日 10时至 2019年 9月 16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9年 10月 6日 10时至 2019
年10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首次拍
卖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起至开拍前，其中法定节假日、双休日
不接受咨询。展示地点为标的物所在地，如需看样请提前电话预约，
咨询电话：0511-8670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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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标的名称

访仙镇水利站部分房屋

访仙镇水利站部分房屋

访仙镇水利站部分房屋

访仙镇水利站部分房屋

坐落位置

访仙镇窦庄河滨路

访仙镇窦庄河滨路

访仙镇窦庄河滨路

访仙镇窦庄河滨路

建筑面积（㎡）

1144

272

406

639

租期（年）

5

5

5

5

起始价（万元/年）

5.72

0.66

1.1

1.76

具体项目信息及操作详见“镇江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平台”交易信息产权交易栏（网址：
http：//ggzy.zhenjiang.gov.cn/，项 目 编 号 ：DYC⁃

QJY2019-22 号）。 报 名 时 间 ：2019 年 8 月 13
日-2019年8月19日

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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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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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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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上涨 2.8%，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其中，食品价格
环比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
0.9%，影响CPI上涨约 0.19个百
分点。

食品价格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记者近日采访相关领域专家
了解到，当前水果价格止涨转跌，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生猪生产
恢复出现向好迹象，蛋价或将震
荡回落，主要农产品供给较为充
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基础。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
理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
份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39.1%，但
环比下降 6.2%，影响CPI环比下
降约0.14个百分点。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
校说，自7月份以来，随着时令水
果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类水果价
格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价格监测
显示，7月2日全国红富士（80mm
二级以上）批发价格达到最高点
每公斤 14.71 元，后逐渐回落，8
月 6日监测价格为 13.59元，下跌
7.6%，进入 8月份后，随着早熟苹
果陆续上市，价格下降幅度将更
大；6 月 25 日全国黄冠梨（单重
250g以上）批发价格达到最高点
每公斤 15.19 元，后逐渐回落，8
月 6日监测价格为 6.88元，下跌
54.7%，随着后期鲜梨大量上市，
后市收购价格、批发价格有望回

归到合理水平。
鲁芳校说，从调研情况看，今

年绝大部分苹果、梨产区生产正
常。目前山东、陕西、山西、河南、
甘肃、云南、新疆、辽宁、河北苹
果、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计
2019年苹果、梨总产量将达到或
超过历史最高产量，加之进口水
果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
供应充足，完全能满足市场需求，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研究员赵俊晔说，受不利天
气影响，上半年水果市场出现阶
段性供给偏紧，5月、6月价格显
著上涨。其中，苹果和梨受去年
春季花期冻害减产影响，价格涨
幅较大。但 7 月以来已止涨转
跌，价格开始下行。

“当前水果供给总体充裕，将
拉动水果价格继续回落。”赵俊晔
强调，同质化的普通、低端果品在
集中上市期间或存在低价卖难的
风险，而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优
质、特色果品仍能卖出较高价格。

第三季度菜价或低于
去年同期

进入夏季，部分地区天气炎
热、降水偏多，不利于鲜菜生产和
储运。数据显示，7月份鲜菜价
格环比上涨 2.6%，影响CPI环比
上涨约0.06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
警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说，4月
以来，我国蔬菜价格呈季节性下
行走势，价格回落“先慢后快”。
在菜价连续加速下跌几个月后，7
月份暴雨洪涝和持续高温等不利

天气阶段性影响部分产区应季蔬
菜供应。但一段时期内菜价仍以
低位运行为主。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 月部
分产区、部分品种采收和运输受
不利天气短期影响，菜价出现阶
段性上涨，但从整体看，前期生产
进度有所推迟的北方夏凉蔬菜大
量上市，尤其是西红柿等果类菜
保持低位运行。当前北方产区露
地蔬菜种植面积总体稳定，设施
蔬菜种植面积继续增加，“北菜南
运”和“西菜东运”有效平抑了全
国菜价。

“下半年蔬菜整体价格可回
落至常年水平，三季度价格或低
于去年同期。”张晶分析说，由于
今年夏季冷凉地区蔬菜供应整体
相对充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
偏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果不
出现极端天气，蔬菜供应形势将
好于去年。

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
好迹象

数据显示，受非洲猪瘟疫情
影响，7月份猪肉供应稍紧，价格
环比上涨 7.8%，影响CPI上涨约
0.2个百分点，同比涨幅为27%。

北京市民刘女士对记者说，
最近猪肉价格一直在上涨。“在近
两年算是比较高的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说，
主要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前
期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降幅
较大，6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殖
盈利大幅提升，后市预期十分乐
观，部分区域养殖场户补栏积极

性明显提高，生猪生产恢复出现
向好迹象。

据了解，按照生猪养殖成本
与出栏价格测算，当前养殖场户
出栏一头 120公斤的肥猪，盈利
额可达 600元，处在较高盈利区
间。

在东北等最早受非洲猪瘟疫
情冲击的区域，春节后疫情较为
平稳，养殖场户信心明显增强，生
猪产能出现恢复迹象。一些大型
生猪养殖企业则抓住时机大幅扩
张，一些新建项目密集上马，这都
有助于生猪产能恢复。

公开报告显示，1至 7月，天
邦科技累计出栏生猪167.8万头，
同比增长 55%；正邦科技累计出
栏 365.3万头，同比增长 26%；傲
农生物累计出栏生猪 39.9万头，
同比增幅达 63%；牧原股份累计
出 栏 649.5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13%……

为稳定生猪生产供应，年初
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多项针
对性的政策措施。“随着国家和地
方一系列措施落地，预计生猪养
殖企业产能将逐步恢复，为保障
市场供应、稳定猪肉价格奠定基
础。”王祖力说。

中秋国庆后蛋价或将
明显回落

4 月份以来，鸡蛋价格结束
连续 6个月下跌开始回升，之后
一直保持稳中上涨态势。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7月鸡蛋价格环
比上涨 5%，影响CPI上涨约 0.03
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禽蛋市场监测预
警首席分析师张超说，二季度是
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处于下
跌态势，但由于近期市场供需阶
段性偏紧、养殖成本增加，二季度
以来鸡蛋价格上涨。

据介绍，受非洲猪瘟疫情影
响，国内肉鸡价格上涨，导致蛋鸡
淘汰速度加快，产蛋鸡存栏稳中
略减；进入二季度，气温逐渐走
高，蛋鸡进入“歇伏期”，对产能形
成一定影响，入夏后鸡舍降温成
本和蛋鸡养殖防疫成本也有所增
加。

“预计后期蛋价将处于震荡
走势。”张超说，进入8月，春季补
栏蛋雏鸡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高温对蛋鸡产能的影响将有所减
弱；此前蛋价持续上涨刺激了蛋
品加工企业季节性消费高峰提
前，鸡蛋消费需求或将趋于平稳
增长，预计后期市场供需偏紧局
面会出现一定缓解，短期蛋价将
处于震荡走势，同比涨幅将进一
步收窄。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第
一周鸡蛋价格小幅下跌，全国鸡
蛋零售价、主产省批发价分别为
每公斤 10.64元和 9.25元，比 7月
第4周分别下跌1.1%和3.3%。

张超说，目前蛋鸡养殖效益
向好，养殖户补栏积极性高涨。
中秋、国庆后，气温开始转凉，蛋
鸡“歇伏期”结束，鸡蛋市场供应
增加；市场消费需求也将出现季
节性大幅回落，鸡蛋供需偏紧局
势将会缓解。同时，随着鸡舍防
暑降温成本降低，预计后期蛋鸡
养殖成本将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届时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当心！高仿微信公众号“钓鱼”诈骗！
新华社福州 8 月 12 日电

“您小车的免年检期限即将到期，
可在微信公众号线上年审。”日
前，福建泉州许先生根据这条短
信提示，搜索到名叫“福建车辆年
检”的公众号，通过链接被诱导到
一个网址，输入了银行卡号、发动
机号、卡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被骗
走2000元。

看病、开卡、办事，上微信
公众号预约一下，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人习惯在微信公众号上处
理事务。“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骗子们如今开始利用仿冒
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诈骗，有的
通过取“高仿名”冒充正规机
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人工
商执照、法人信息注册微信公众
号实施诈骗。

微信公众号办事成习
惯？小心掉进“高仿号”圈
套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
认为公众号可信度较高，操作时
很少点开详细资料了解公众号的
注册、认证背景等。

浙江的陈女士就曾因为关注
了一个虚假的微信公众号，导致
新办理的信用卡被骗消费上千
元。办理了交通银行的信用卡
后，为方便日后查账，陈女士在微
信中找到了一个名为“交通银行
中心办卡进度询问”的微信公众
号。

关注后，陈女士打通页面上
提供的客服电话，接电话的男子
自称是交通银行的“客服”。该

“客服”让陈女士提供信用卡账号

和手机号码，并称随后会发验证
码到陈女士的手机上。

陈女士按照对方的指示，将
收到的四条验证码全数报出。在
即将报出第五个验证码时，陈女
士突然意识到验证码不能随意告
诉陌生人。陈女士立刻挂断了电
话，并拨打了交通银行的官方咨
询热线，但为时已晚。银行的工
作人员告诉陈女士，其信用卡已
被消费4笔，合计1414元。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
示，除了冒充金融部门公众号诈
骗，这两年还出现假冒网络贷款、
购物网站、中介机构等公众号的
诈骗案。

记者调查：不少微信公
众号是“李鬼”，官方认证号
“黑市”680元全套代办

根据注册主体的不同，微信
公众号分为个人号和企业号，企
业号服务号可以获得链接到外网
等更多权限，经认证的公众号甚
至可以开通支付通道。申请官方
认证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
信息等资料。

记者搜索发现，微信平台上
能查找到一批类似“扫码支付助
手”“支付平台助手”“银行卡安全
助手”“动感地带 10086”等看似

“官方”的公众号，点击查询这些
公众号的详细资料，才发现竟是
无相关营业资格的个人号。

此外，经微信官方认证的公
众号也被造假者盯上。在电商平
台上，记者发现不少声称可以“公
众号定制、名称自取，极速通过公
众号、服务号、订阅号、小程序注

册和认证”的商家。
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商家告

诉记者，缴纳 680元可注册经微
信官方认证的企业号；微信要求
的营业执照、银行对公账户、法人
信息等资料可以全由该商家包
办，公众号平时运营完全交给记
者。

记者提出要将该号用于放
贷，可能要从公众号外导至其他
付款网页，因为和该公司合法的
营业范围是“两张皮”，担心微
信方面会审查，卖家表示“微信
方面完全不会管，可以放心运
营”。

资料显示，微信认证每年要
收取 300元，是支付给第三方专
业审核机构的审核服务费用。记
者致电其中一家第三方审核机构
——成都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该公司客服告诉记者：“首
次认证完了，管理员平时如何操
作，做些什么，公司都看不到，
也不会管，只是每年年审时再次
核实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等相关
资料。”

专家建议平台负起责
任，避免沦为诈骗工具

业内人士指出，微信公众号
在名称和资料审核、日常运营等
方面还存在漏洞。根据电子商务
法等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互联
网平台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应依
法加强对平台内各经营者的管
理，特别是对金融、政务、支付等
相关行业公众号要着重进行人工
审核，提升开设门槛，避免其沦为
诈骗工具。

微信官方团队回应，在微信
公众平台开设公众账号的用户，
需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
从事违法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
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则的行为。
平台现在对公众号涉及“银行”
这一类的命名，均严格要求申请
者需提交相关金融资质才可命
名；上文提到的“银行卡安全助
手”公众号属于注册时间较早的
账号，平台已要求其7天内改名
或更换有资质的主体，如到期未
调整，将直接清空名称。

“对于仿冒公众号等行为一
直都在打击，最近还进行了专项
处理，处理了一批仿冒诗词书画
大赛、假冒家电售后维修、假冒高
收益理财、假冒快递理赔等违规
账号。”微信相关负责人说。

网信安全与信息化专家李洋

表示，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假冒微
信公众号“钓鱼”，一般需注册第
三方钓鱼网站域名并开发实现对
应所需的诈骗功能，打击此类“钓
鱼链接”，需要平台对接国家级统
一的钓鱼网站信息库，监管部门
与平台协同发力。

微信官方团队提醒用户，使
用前先点击公众号右上角“…”-

“更多资料”，查看公众号的具体
信息，假冒官号的主体大多是一
些个人、个体工商户或非对应的
主体。不过，多数消费者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让消费者“擦亮
眼”是防骗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
的是提供服务的微信平台不能

“甩锅”，要真正负起责任来，这是
一个负责任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
和义务。

果菜肉蛋，这些食品价格走势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