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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张斌）去年底，我市
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躺
倒在路边，到场后发现该男
子已经身亡。民警本以为这
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但在随后的调查中
却发现了种种疑点，待拨开
层层迷雾后才真相大白——
该男子名叫王明华，他制止
别人倾倒垃圾的违法行为
后，被车子碾压不幸身亡。
9月 28日上午，我市举行追
授王明华“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称号仪式，并向王明华
家属颁发了见义勇为荣誉证
书及一次性抚恤补助金。

2018 年 12 月 12 日晚，
男子仲某驾驶变型拖拉机，
从常州新北区一企业装载工

业垃圾到我市丹北镇新巷村
一工地倾倒时，被正在附近
的王明华发现，王明华当即
上前制止并欲将其扭获。仲
某为逃避处罚，随即驾驶变
型拖拉机逃离。王明华不顾
自身安危拦住车辆，用手抓
住变型拖拉机保险杠阻止仲
某驾车逃跑。仲某明知王明
华在车前仍驾驶车辆强行驶
离，将王明华拖行达 5 公
里。王明华因体力不支摔下
后，被仲某所驾车辆碾压身
亡。

采访时警方表示，王明
华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时临
危不惧，发扬舍生忘死的大
无畏精神，为保护国家、集
体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28 日上午进行的追授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仪式上，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政治处主任周建军向王
明华家属表示慰问，并向其
家属颁发了荣誉证书，同
时，他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向
王明华学习，弘扬见义勇为
精神，共同为丹阳的平安稳
定贡献力量。

随后，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向王明华家属颁发了一次
性抚恤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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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新闻

近日，市水利局联合天誉苑社区开展“惜水、爱水、节水，从
我做起”节水宣传活动，志愿者们向居民介绍了我市水资源的
现状、水资源保护和各种节水知识，现场居民也纷纷加入到“节
约用水签名”活动中。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岳蕾 摄）

制止他人倾倒工业垃圾被拖行5公里遭碾压身亡

王明华被追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日 期

10月
6日

10月
13日

10月
20日

10月
27日

科 室

节假日暂停一次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肿瘤科

风湿免疫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神经内科

肝病专科与感染科

乳腺科（上海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神经内科

乳腺科（上海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肿瘤科

神经内科

风湿免疫科

肝病专科与感染科

乳腺科（上海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

专 家

崔海明

邹俊杰

胡国萍

柏乃运

王东星

许 臻

顾庆国

齐凤兰

黄 坚

谢 莹

曹 玮

陈金明

徐茂锦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黄流清

周晓云

崔海明

陈向芳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齐凤兰

王东星

黄 坚

许 臻

吴志勤

王 杰

职 称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专科名称

肺部影像诊断

介 入 科

消化内镜室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肿瘤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科、甲
乳科、微创外科

甲乳科

胸外科

泌尿外科

肛肠科

神经外科

骨科

康复医学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钼靶诊断

乳腺科

注：专家坐诊可能会有变动，具体请咨询86991666；急诊24小时开放，急诊电话：86952782。

专家信息

肖湘生（上海长征医院）

陈爱萍（江苏省人民医院）

贾斌（南京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张锁林

黄树其（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

王俊宏

陈金明（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

周 辉

张翼翔（上海长征医院）

杨 峰

林云辉

张梅（南京中大医院）

顾晓怡（南京中大医院）

李 萍

丁永斌（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俊生

霍中华（解放军454医院）

刘亚萍

蒋佩明

陈向东（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陈雨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豪杰

刘 伟

文立臣

汤丛智

汤 备

陶长仲（上海长征医院）

张西毛

黄锁林

刘惠娣

刘 敏

赵维英（南京中大医院）

袁春燕（南京中大医院）

刘万花（南京中大医院）

叶媛媛（南京中大医院）

瞿 欢（南京中大医院）

张亚男（南京中大医院）

曹 玮（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周晓云（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叶 欣（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10月10日、17日、31日均上午

每月第四周的周四上午（10月24日）

每周二上午、周四上午

每周一至周六上午

每周四下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

每周五下午、周六上午

每周一、周三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均上午

每周三、周四全天

每周二上午

周一至周四全天，周五周六上午

10月18日上午

10月18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

10月12日、19日、26日均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二、四、五全天

周二、周四全天

每周一、周四（均上午）

每周日（全天）

每周一、周三、周五（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五、周六

每周一、周三

每周五全天

每周一、周四

每周一至周三

每周一、周三（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五（均上午）

每周一、二、四、五、六

周一下午、周五下午

每周六上午

10月9日、16日均全天

10月19日上午

10月12日、27日均上午

10月9日、16日、23日均上午

10月30日上午

10月13日

10月20日

10月27日

三院国庆放假安排：10月1日-3
日放假，放假期间专家门诊停诊，普
内普外门诊上午开诊，急诊 24 小时
开诊（86952782）。专家坐诊可能有
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更多医
院动态、科普常识等请扫码关注三院
微信公众号。

2019年10月“周日上海
长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

2019年10月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坐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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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会长：：袁春林袁春林
副会长副会长：：刘兆刚刘兆刚 陈东林陈东林 周卫明周卫明 徐成岗徐成岗
秘书长秘书长：：姜海涛姜海涛

副秘书长副秘书长：：韦以杰韦以杰
监事监事：：袁永定袁永定
理事理事：：5252人人（（名单略名单略））

热热 烈烈 祝祝 贺贺
丹阳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成功召开丹阳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班子成员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班子成员，，具体名单如下具体名单如下：：

2019年上半年丹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供求信息暨投资风险预警公告

年 份

2018年
1-6月

2019年
1-6月

同期相比

报名人数

13481

15879

+17.8%

开班人数

13047

14529

+11.3%

结业人数

11675

6521

-44.1%

2018年1-6月份、2019年1-6月份报
名人数、开班人数、结业人数对比

表格二

项目

一级驾驶培训机构

二级驾驶培训机构

三级驾驶培训机构

合计

2018年6月

0

2

5

7

2019年6月

0

2

8

10

2018年-2019年丹阳市驾培机构发展一览表

表格一

根据《丹阳市机动车驾驶人培训市场发
展规划（2013--2020年）中期评估》建议，现
向社会发布《2019年上半年丹阳市驾培市场
供求信息暨投资风险预警公告》，供相关单
位和投资人参考。

一、丹阳市驾培机构基本情况
1、驾培机构数量和等级
截止到2019年6月底，丹阳市共有普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10 所，其中二级驾
培机构 2所、三级驾培机构 8所。全市 10所
驾培机构均承诺提供“预约培训、先培后付”
服务模式。（见表格一）

2、驾培机构注册地分布、驾培教练车与
教练员基本情况

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市共有教
练车 430辆，其中小型手动挡汽车和小型自
动挡汽车（C1/C2）427 辆、大型货车（B2）3
辆，同比 2018年同期增加 16%；在岗教练员
（理论和实操）529人，同比2018年同期增加
25%。驾培机构注册地分布情况：云阳街道
3 所、曲阿街道 3 所、丹北镇 2 所、司徒镇 1

所、导墅镇1所。
二、2019年上半年丹阳市驾驶培训情

况
2019年 1至 6月份，全市累计学员报名

量15879人，同比2018年同期13481人，上升
17.8%；结业学员 6521 人，同比 2018 年同期
11675人，下降 44.1%，学车周期变长。（见表
格二）

三、驾培市场供给、需求适应性分析
结合丹阳市近年经济、人口、汽车保有

量及历年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结业人数的分
析可以看出，丹阳市驾培市场经过多年发
展，学车存量群体大多已完成培训，学员主
体已转变为适龄青年，预计丹阳市未来学车
人数逐渐接近人口自然增长趋势，不会大幅
增加。

丹阳市近 6年驾培教学车辆不断增加，
由 2013年的 293辆增加到 2019年的 430辆，
按照单车培训能力 72人/年测算，全市汽车
驾驶人全年培训能力已经达到 30960 人。
与之相反，报名学驾人数未明显增长，驾培

市场培训能力处于过剩状态。
四、运管部门提醒
1、客观评估投资风险，减少不必要损失
拟在丹阳市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

的投资者以及拟扩大经营规模的驾培机构，
需充分调研本市驾培市场现状，密切关注驾
培市场行情和发展趋势，客观评估投资风
险，做到理性投资，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巨
大浪费。

2、学员报名要多留心，学会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建议学员报名时选择正规驾培机构报

名，其报名大厅等明显位置会悬挂驾驶培训
许可证件、营业执照，报名交费索要正规发
票，签订规范的《机动车驾驶人培训合同》，
并使用车载计程计时终端培训，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丹阳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2019年9月30日

（上接1版）他表示，园区将
按照“政府+龙头企业+社会资
本”模式共同开发，属地政府要
进一步加快园区水、电、气、路、
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健全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园区打造
成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平台。

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强学
校保安队伍建设有关事项》。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 2019年底
前各地要实现“三个百分百”，
即“中小学封闭化管理达到
100%、中小学专职保安配备率
达100%、校园视频监控联网率
达到 100%”的工作目标，我市
在学校保安队伍建设上，计划
将原来学校自行聘用保安的做
法调整为由专业保安公司统一
配备保安，由市保安公司提供
全市学校、幼儿园（公办）安保
服务。黄万荣指出，公安局、保
安公司要对校园保安综合素质
进行审核把关，对劳动年龄段
且有保安证的人员进行考核，
清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保
安，确保将最优质的保安力量
在11月1日前配备到学校。同
时，对民办学校安全保卫工作
加强监督，确保在校学生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丹阳市违
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丹阳市机动车停车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草案）》和
其他事项。

常务会议后，市政府召开
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
并讨论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束霖平）9 月 19 日~20 日，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标准化
专家组对大力神科技承担的废
酸液处置利用循环经济标准化
试点和迅捷装具承担的智能回
转库高新技术自主创新标准化
试点两个省级项目，通过察看现

场、审查资料、当面质询等方式
进行了验收评估，专家组对两个
企业的标准化工作给予了肯定。
江苏大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自主研发的三效蒸发和结
晶分离等工艺，可以将废盐酸处
置成水处理产品氯化亚铁或氯
化铁。围绕循环工艺过程，建立

了循环经济基础标准、技术标准
和保障标准171项。运用标准化
手段改善和优化生产、经营的各
个环节，使公司和镇江周边地区
10万吨工业废酸变废为宝，促进
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江苏迅捷装具科技有限公司
是全国生产智能档案柜、智能药

房产品的骨干企业，公司积极将
131项自动化物流和互联网等方
面的专利技术转化为标准，建立
了智能回转库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应用、售后等全过程的标准化
管理体系。通过高标准引领高质
量，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占
据了全国市场一半以上份额。

丹阳两个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昨
日上午，丹阳市再生资源行业协
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在新世纪国
际大酒店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理事会班子成员。

据介绍，再生资源行业协
会自 2011年成立以来，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和行业自律，做好

会员与政府联系的纽带和桥
梁，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建设绿水青山新丹阳做出
了很大贡献。同时，协会成员
还积极参与献爱心活动，通过
帮助孤寡老人、资助贫困生等
方式回报社会，累计捐献金额
超过20万元。

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

镇江市文广旅局来丹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赵晨）24日下午，镇江市文
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来丹，
对我市丹阳国际眼镜城、金陵
（丹阳）饭店、文化旅行社、大世
界网吧等单位进行了节前安全
生产抽查检查。

检查组一行重点检查了各

单位消防设施运行是否正常、
安全疏散是否畅通、员工的应
知应会掌握和值班人员在岗在
位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检查组提出了整改建
议。我市文体广旅局将跟进督
导，确保安全隐患整改到位。

28日上午，市知联会走进司徒镇丁庄村开展敬老活动，为该
村20位家庭生活较为困难的老人发放“敬老大礼包”，详细了解了
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据悉，从2010年开始，市委统战部
在丁庄村试点“同心工程”实验区建设，实施精准帮扶解困。

（通讯员 朱雷鸣 吕昕 摄）

知联会走进司徒丁庄开展重阳敬老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茅猛科）
27日下午，我市组织开展礼遇
志愿者专场观影暨《我和我的
祖国》首映式活动，近 200 名
志愿者在中影国际影城提前观
看了影片，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重温新中国 70年来经历的

历史性经典瞬间。
当天下午 2 点左右，报名

观看电影的志愿者们陆续来到
中影国际影城。2 点 30 分，电
影正式放映，志愿者们顿时安
静了下来，认真观看这部激荡
人心的电影，一个个鲜活生动
的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勾连起
一段段难以磨灭的全民记忆。
观影的志愿者们激动不已，大
家纷纷表达了作为中国人的民
族自豪感与使命感。

我市组织志愿者
观看《我和我的祖国》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丹阳行文明实践丹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