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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春节
前，不少市民都与同事、朋
友、老同学相约一聚。聚会往
往少不了喝酒，可是喝了酒又
不能开车，该怎么办？有这样
一群人穿梭在餐饮娱乐场所之
间为喝了酒的市民“保驾护
航”，他们就是代驾。那么，
我市代驾行业目前的状况怎
样？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
访调查。

“代驾服务价格比较高，
我觉得这是目前代驾行业火不
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市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他
与几个老朋友在位于开发区新
城吾悦广场的一家 KTV 聚
会，聚会结束后，他便在商场
门口找了一名代驾将其送往江
南人家小区。这一趟行程产生
费用 40 多元，而且在路上代
驾司机一直和他讲自己跑代驾
也是为了生活，有些客人还会
给小费。第二天酒醒后，王先
生就觉得后悔，没想到花了这
么多钱，此后他再也没有找过
代驾。

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些曾
有过找代驾经历的市民，其中
多数人表示，不愿意再找代
驾。究其原因，除了价格之
外，安全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
点。“喝完酒本来就不太清
醒，找个陌生人开着自己的车
送自己回家，肯定不太放
心。”经常去酒吧的赵女士直
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当被问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时，她说：“我们都知道酒后
不能开车，所以一般会特意留
一个‘专职司机’，不让他喝
酒，然后让他将我们所有人都
送回家。”还有市民称，既然

知道自己要喝酒为什么不能打
车呢，这样才是对自己最负责
的选择，开车赴约本来就不是
明智之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不少
酒店、KTV 等场所都推出为
顾客提供酒后代驾的服务，但
大部分酒店只是与代驾公司或
司机个人建立联系，在顾客需
要代驾服务时，酒店只负责为
顾客联系司机。记者采访了一
些市民，不少人认为酒驾入刑
后，酒店提供代驾这项服务非
常贴心，但大多数人仍心存疑
虑，并表示在酒店消费后不会
请代驾。市民王先生说，现在
代驾行业很多信息不透明，比
如代驾者的资质、服务价格、
事故责任划分等相关问题，他
都不清楚，所以不愿意请代
驾。

据了解，作为提供代驾服
务的平台之一，滴滴代驾采取
的是“起步价+公里费”的计
费方式。市民小张是滴滴平台
上一位兼职的代驾司机，他告
诉记者，在我市，目前代驾服
务的计费是分时段的，晚上 9
点前的起步价是18元；9点至
零点是 28 元；过了零点是 38
元。5公里的行车距离内只收
起步价，超过5公里的话，每
公里加收6元。小张表示，做
代驾司机，比快车、出租车司
机赚的多一些，不过，收入与
付出是成正比的。“别的司机
开车把顾客送到目的地就完事
了，我们代驾司机还得骑着小
电动车再回去。平时还好，遇
到雨雪天气就比较麻烦了。”
小张说。

业内人士认为，代驾作为
新兴行业，具有很大的市场潜

力，但由于该行业仍处于起步
阶段且门槛较低，一些私人代
驾也进入市场，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市场存在一些问
题。一方面是收费标准不一；
另一方面，代驾过程中，人、
车的安全也让不少人担心。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顾
客安全，同时避免纠纷，一些
正规的代驾公司制定了严格的
制度，如代驾员和客户见面
后，要先和客户或其代签人签
订服务协议，说明收费标准；
上车前，必须检查客户车辆的
情况，车辆有损坏的地方需及
时和客户确认；服务过程中，
代驾员不得接触车内及客户的
随身物品；到达目的地后，要
协助客户检查随身物品及车内
物品等。然而，也有不少人以
个人名义在网上发布代驾信息
招揽生意，这些从业者代驾服
务前很少签订双方责任协议，
安全上存在隐患。

市民徐先生说，他经常叫
代驾，但他都是通过平台叫。

“通过平台还是比较安全的。”
徐先生称，如果在线下直接叫
代驾，有的司机要价很高，自
己也不了解其身份，不想冒这
个风险，“这个行业门槛很
低，我觉得有关部门可以考虑
提高入行门槛，从源头上对代
驾司机进行规范管理。”

喝酒之后你会花钱找代驾吗？
方便之余，有市民对价格、安全仍心存疑虑，认为应该提高入行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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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暮春老年兴趣班结业典礼在天誉苑社区举行，
兴趣班学员及一些社区的老年朋友参加了此次结业典礼。学员
们纷纷表示，参加兴趣班不仅学到了才艺，收获了快乐，更找到了
健康的生活方式。图为学员们现场为大家带来才艺展示。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岳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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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上午，张家港市一
位中奖彩民在站点机主的陪同
下来到福彩中心兑奖，他中得
两期3D，奖金共计52000元。

中奖彩民是吉林人，由于
工作需要经常来张家港市出
差。该彩民非常喜欢投注福彩
3D 玩法，经常在 32055688 站
点购买 3D，还中过不少奖。1
月 3 日，他采用单选位选投注
3D第 2020003期，中得 30注单
选奖金 31200元。1月 5日，他
继续采用单选位选方法投注
3D第 2020005期，在往期号码
上略作改动，倍投 20 倍，中得
20注单选奖金20800元。彩民
接连两次中得3D单选奖，奖金
共计52000元。

6 日上午，中奖彩民来到
福彩中心兑奖时，开心地表示，
站点机主为人诚恳守信，自己
在他的站点购彩愉快又放心，
以后还会继续在他的站点投注
3D，继续支持福彩。

张家港
出差购彩，连中大奖

1 月 7 日晚，双色球进行第
2020003期开奖，红球号码为 09、
17、26、29、30、32，蓝球号码为
03。当期中出一等奖 16 注，单注
奖金为 623万多元。这 16注一等
奖花落 5 地，我省彩民在当期分
享了 1 注，由宿迁市泗阳县彩民
幸运揽得。该彩民采用“10+1”复
式投注，选择了10个红球号码、1
个蓝球号码，共花费420元，收获
了一等奖1注、三等奖24注、四等
奖 90注、五等奖 80注，共收获奖
金 632 万元。幸运站点是宿迁市
泗阳县金茂大厦北门 32130404
福彩投注站，这也是江苏彩民在
新年中得的第2注一等奖。

8 日下午，中奖彩民火速出
现在省福彩中心的兑奖室，大家
才发现这 632万元奖金的收获又
是来自集体的力量，这是一个 15
人购彩的小团体，领奖代表为 5
人，他们在销售员吴女士的带领
下一大早从泗阳包车来到南京。

吴女士说采用合买的方式一
是复式投注网撒得大，有可能网
住“大鱼”，而复式投注的资金量
又相对比较大，一般工薪阶层难
以承受，而合买是一种集中力量
撒大网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二是
目前全国各地彩民合买双色球已
经成了一种风尚，中奖的报道也
屡见不鲜。

当问及中奖号码出自 15 人
的谁之手时，吴女士说，写号码的
功臣在国外呢，合买号码是通过

微信发给她的，这彩民今年 26
岁，买彩票却有5、6年了，号称资
深的“小彩民”，小功臣的父亲老
刘代表儿子小刘来领奖了。

“当晚开奖结束后，我就知道
了中奖信息，当时微信告知小刘，
小刘死活不信，直呼太神奇了！”
吴女士说，“虽然我没有参加合
买，但做销售员的时间已不短，二
等奖中过好几次，一等奖却是第
一次，我激动得整夜未眠。”说到
这里，吴女士的眼眶都湿润了。

合买彩票，本身就是一件“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团体活动，多
人少买，寓募于乐。这次大家合力
中了大奖，吴女士说就像提前过
年了，今天回去之后，店里要打字
幕，放鞭炮，让来投注站的彩民都
粘粘喜气。

宿迁 15人联手擒一等奖，奖金632万元

第 2019151期双色球开出的
中奖号码是：红球 2、6、9、18、
24 、26，蓝球 14，位于镇江市京
口区大市口步行街 2A105 号的
32110143福彩站点中出二等奖 2
注，奖金528978元。

2019年 12月 31日是杨先生
生日，当天晚上杨先生宴请亲朋

好友庆祝生日。杨先生在去饭店
的路上经过福利彩票 32110143
站点，心想今天自己生日，买个双
色球彩票，说不定就中奖了呢！
杨先生进入彩票站后随机购买了
一张双色球。当天晚上，杨先生
上网查看开奖号码，发现自己真
的中奖了。

“我向我媳妇报喜，她完全
不相信！等我今天拿到奖金，我
再回去给她看，跟她炫耀一
下！”杨先生拿着支票开心地
说。杨先生表示，非常感谢福利
彩票送他的生日礼物，以后会经
常购买福利彩票，为公益事业贡
献力量。

镇江 生日买彩票，喜中二等奖

什么是新年新气象？淮安
市淮阴区中福在线销售厅
2020年 1月 4日迎来了首个开
门红 25万元大奖，时隔一天又
中全国累积奖，再次刷新了新
的中奖间隔记录。

1月 4日下午 5点半左右，
长江东路销售厅传来喜讯，一
位幸运彩民以 5 注 80 分摘得

“连环夺宝”的头奖 25 万元。
时隔一日，6日晚上 8点左右，
销售厅再报喜讯，25万元的大
奖再次降临。中奖彩民李先生
说，前天听朋友说这里出了 25
万大奖，所以晚上闲来无事，来
这里碰碰运气，朋友还调侃他
财迷，说这个厅刚出过 25 万
元，哪能再出啊。他一边和朋
友讨论这个事，一边玩游戏。
谁知到了第二关屏幕上瞬间出
现 21个金灿灿的猫眼石，他们
同时大叫：25万又来了！在场
的彩民都很激动，惊呼这样的
几率太小了。

淮阴
连环爆出累积奖

扶老扶老 助残助残
救孤救孤 济困济困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 10：
00，在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举行
现场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苏LFH080桑塔纳轿车一辆，注册

日期2011年8月，起拍价13800元。
2、苏LD021R别克轿车一辆，注册日

期2011年11月，起拍价41000元。
3、苏LQZ372雅阁轿车一辆，注册日

期2008年6月，起拍价31000元。
4、苏 LH8839别克轿车一辆，注册日

期2008年4月，起拍价15800元。

5、香樟树一棵，起拍价85000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20 年 1 月

20-21日，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方法：欲参拍的竞买人（须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凭合法有效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本公司（丹阳市开发区兰
陵路88号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16室）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并于 2020年 1月 21日 16
时前向本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每个标的
2万元），不收现金。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86055528
二O二0 年一月十四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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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9部影片：
于和伟、吴磊、张子枫

主演喜剧、爱情电影《宠
爱》；动作、犯罪、悬疑电影
《天使陷落》；甄子丹、吴樾
等主演动作、剧情、传记电
影《叶问4：完结篇》；爱情、
喜剧电影《半个喜剧》；肖
央、谭卓主演剧情、犯罪电
影《误杀》；冒险、剧情、恐
怖、惊悚电影《鲨海逃生》；
传记、喜剧、剧情、运动电影
《为家而战》；剧情、动画电
影《紫罗兰永恒花园 外传：
永远与自动手记人偶》；动
画、喜剧、冒险电影《动物特
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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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9部影片：
于和伟、吴磊、张子枫

主演喜剧、爱情电影《宠
爱》；动作、犯罪、悬疑电影
《天使陷落》；甄子丹、吴樾
等主演动作、剧情、传记电
影《叶问4：完结篇》；爱情、
喜剧电影《半个喜剧》；肖
央、谭卓主演剧情、犯罪电
影《误杀》；冒险、剧情、恐
怖、惊悚电影《鲨海逃生》；
传记、喜剧、剧情、运动电影
《为家而战》；剧情、动画电
影《紫罗兰永恒花园 外传：
永远与自动手记人偶》；动
画、喜剧、冒险电影《动物特
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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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七位数
第20007期：5 6 9 6 6 2 7

体彩大乐透
第20006期：09 22 25 31 32 +08 12

体彩排列5
第20013期：0 8 1 0 7

福彩双色球
第20005期：11 16 17 22 26 32 +4

福彩15选5
第20013期：2 3 6 12 13

福彩3D
第20013期：4 4 7

1月15日 暂无。

明日停电

备忘录

新华社电 1 月 25 日，将迎
来 2020年春节。“今年过年真是
早啊！”翻着日历牌，很多人发出
这样的感慨。天文专家告诉记
者，2020 年春节确实来得比较
早，但还不是最早的。出现这种

“早春节”现象是阳历和农历转
换所致。

春节固定在农历的正月初
一，但它在阳历中的日期却“飘
忽不定”。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
绍说，在阳历中，地球绕太阳公
转一周为一个回归年，平年 365
天，闰年有 366天。而我国传统

的农历是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
期为依据，一个月约 29.5306天，
积 12 个朔望月为 354 天或 355
天，与回归年相差 11 天左右，3
年累计已超过一个月。

若是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
天数如此相差下去，那就必然会
出现春节在夏天过的现象。为
使得春节在阳历的时间能保持
相对稳定，调节的方法是在有的
年份安排13个月，有两个一样的
月份，需要“置闰”。“置闰”的规
则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定。

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有闰
月，那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提

前”到来，反之则春节就要“迟
到”。由于即将过去的农历己亥
猪年是个平年，因此2020年春节
就会“提前”。同样道理，即将到
来的农历庚子鼠年有个“闰月”，
那么接下来的 2021年春节就会

“迟到”。
记者翻阅天文年历发现，

2020 年春节还不是最早的。最
近的 2012 年春节落在阳历的 1
月 23 日，而再早一些的 2004 年
春节则落在阳历的1月22日。

天文专家提醒，尽管春节在
阳历日期中的早晚仅是阳历和
农历转换带来的正常历法现象，

但是公众还是要根据时间变化
尽量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

2020年春节为何来得“早”？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徐晶）记者昨从市劳动就业
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坚持把稳就
业摆在更重要位置，助推丹阳经
济高质量发展，集中推进城乡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工作，
满足各类劳动者就业创业需求
和企业用工需要，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1月至3月将在全市
广泛开展“2020 年春风行动”专

项服务系列活动。一大波招聘
活动将密集来袭。

据了解，市区公共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的招聘会将有 23场：1
月31日（正月初七）至2月7日的
新春招聘周有 8场新春招聘会，
每场招聘会预设展位60个，提供
岗位1000个以上；2月8日（正月
十五）的镇江市辖市区联动“春
风行动”大型招聘会，计划组织

160家企业，提供岗位 2000个以
上；2 月 12 日至 3 月 28 日每周
三、六举办的“迎新春 促就业”
招聘月综合性招聘会共14场，每
场招聘会预设展位60个，提供岗
位 1000个以上。2月 1至 2月 15
日，各镇（街道）人社服务中心将
在辖区内举办8场“春风行动”招
聘活动，每场招聘会预设展位30
个，提供岗位 500 个以上。2 月

上旬至中旬我市还将分别赴陕
西省富平县、河南省商城县及辽
宁省朝阳市开展劳务对接，外出
举办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每
地将携带 8~10 家企业，提供岗
位500个以上。

目前已进入用工企业预定
招聘展位阶段，企业展位将通过
丹阳人才网（www.dyhr.cn）预
定。

我市节后将举办一大波招聘活动

新华社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近期在“净网
2020”专项行动中通过互联网监
测发现，多款违法、违规有害移
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
反《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涉嫌
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违法、违规应用具体如下：
1、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

隐私信息，涉嫌隐私不合规。具
体 App 如下：《深圳航空》（版本

5.3.1）、《遨游旅行》（版本5.6.2）、
《筐鲜生采购端》（版本1.2.1）。

2、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
部隐私权限，涉嫌隐私不合规。
具体App如下：《12306买票》（版
本 2.3.11）、《订票助手 12306 高
铁抢票》（版本 8.1.2）、《抢火车
票》（版本8.0.0）、《高铁票务》（版
本 8.1.2）、《高铁管家》（版本
7.3.1）、《铁友火车票——12306
抢票》（版本9.0.0）、《飞常准》（版

本 4.8.1）、《航旅纵横》（版本
5.1.3）、《东 方 航 空》（版 本
7.3.13）、《山航掌尚飞》（版本
4.10.1）、《飞行加》（版本3.4.11）、
《快票出行》（版本2.6.8）、《12306
买火车票》（版本 8.5.89）、《搜狗
浏览器》（版本 5.25.9）、《搜狗搜
索》（版本 7.3.5.2）、《民生银行》
（版本 5.12）、《兴业银行》（版本
5.0.4）、《内蒙古农信》（版本
2.4.6）、《内蒙古银行》（版本

2.0.4）、《海峡银行》（版本2.4.8）、
《鄂尔多斯银行》（版本3.1.0）。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
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手机用
户首先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
移动应用，避免手机操作系统受
到不必要的安全威胁。其次，建
议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动应用
的“实时监控”功能，对手机操作
进行主动防御，这样可以第一时
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这24款违法移动应用需警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企业名称

丹阳市鹏辉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马铸造有限公司

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亚华网纱有限公司

丹阳市星冠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烨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吕城永昌农机厂

丹阳市东华电工材料厂

江苏鑫潮方舱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申阳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达模塑有限公司

丹阳市一铭润滑油有限公司

丹阳市陵口彩印厂

江苏仁义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丹阳市嘉仕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折柳居庄铸造厂

核定企业稳岗补
贴金额（元）

2557.8

588

12142.2

2557.8

352.8

145969.93

2528.4

1514.1

1058.4

2660.7

54137.96

6894.3

352.8

264.6

926.1

2205

2748.9

1717.76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企业名称

京珠制衣(丹阳)有限公司

丹阳市吕兴铀壳有限公司

丹阳市卫东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金茂制链有限公司

江苏洪坤锁业有限公司

江苏爱伦家纺有限公司

江苏兄弟合金有限公司

镇江视伟光学有限公司

丹阳飞亚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柏盛服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东乐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渐进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和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折柳合金铸造厂

江苏东方光学有限公司

丹阳市盛泰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吕城锻造厂

核定企业稳岗补
贴金额（元）

12230.4

1043.7

1940.4

14994

661.5

14788.2

37700.64

25183.63

3556.33

3822

352.8

1278.9

779.1

65210.52

1528.8

81952.5

352.8

529.2

根据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丹阳市财政局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的通知》（丹人社发
[2016]113号）文件的精神，对全市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该企业及其职
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补贴（其中，企业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史欠费）。办理时间为2019年
12月。详情见http：//www.danyang.gov.cn。

经审核确定，2019年12月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共计36家，现将
36家企业名单公示如下。

丹阳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2020年1月14日
监督电话：86926811

2019年12月企业稳岗补贴发放汇总表

2019年12月丹阳市稳岗补贴发放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