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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公安局召开进一
步加强我市“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
工作新闻发布会，严密防范不法分子使
用“低慢小”航空器实施破坏、扰乱秩
序、制造影响，严厉查处违法违规飞行
行为，确保全市治安秩序稳定。

5 月 16 日上午，一架无人机坠落至
我市某政府机关内。经查，嫌疑人刘某

（男，53 岁，天津人）于当日 6 时许，在传
媒中心马路对面使用便携可折叠无人
机升空摄影，后因操作不当坠入我市某
政府机关内，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工
作秩序。民警介绍，此区域属于常州国

际机场的净空保护区及政府部门所在
地的禁飞区域。飞行前，刘某也未进行
学习了解常州禁飞区域相关规定，未到
相关部门进行申请审批。最后，警方对
刘某进行治安处罚。

10 月 12 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称：10月10日下午5时许、11日
上午 8 时，在我市净空保护区域天宁区
紫荆公园上空，5 架动力伞未经相关部
门审批报备进行低空飞行，涉嫌“黑
飞”。经查，李某等 5 名嫌疑人未经审
批，先后两次在紫荆公园附近飞动力滑
翔伞为某农副产品展销会做飞行宣传，
严重影响军、民航空飞行安全。公安机
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
李某等5人进行了治安处罚。

警方介绍，“低慢小”飞行器是指
飞行高度在 500 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
200 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在 2 平方米以
下的飞行器，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
轻型直升机、无人机、滑翔机、三角翼、
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
飞艇、航空模型、空飘气球、系留气球
等。除特别批准外，任何单位、组织和
个人禁止在以下 4 类保护区域升放“低
慢小”航空器：（一）各地公布的机场净
空保护区，包括：常州奔牛国际机场的
净空保护区；（二）政府机关、军事机关、
军事设施、水电油气设施、危化品单位
等重点部位；（三）机场车站、港口码头、
景点、商圈等人员稠密区域；（四）大型
活动、重要赛事现场，以及政府临时公
告的禁止飞行区域。

（荆轩 汪磊 图文报道）

警方加强“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

6人“黑飞”无人机、动力伞被处罚

本报热线 86633355 9 月 18 日和
10 月 15 日，“常州晚报爱心车队联盟”
成员，常州巴士出租汽车公司雷锋车队
的两位爱心的哥姜新群和邓益群，先后
按照约定将 90 岁的蒋老太安全送到了
医院。蒋老太说，她两年前坐过一次爱
心出租车，记下了电话，没想到两年后
承诺依然存在。

雷锋车队车队长孙建秋说，9 月 17
日下午，她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
的电话，有位老太问她是不是雷锋车队
的爱心的姐。“我当时很奇怪，问她怎么
会有我的电话的，老太笑了，说她两年前
88 岁的时候，坐过我的爱心出租车，免
费送到了家。她觉得非常好，就记下了
我的联系电话，一晃两年过去了，我都忘
了这回事了，可她一直都记得的。”

蒋老太是来求助的，原来她这段时
间要去市妇幼保健院旁小巷里的一个体
检中心检查身体，老太身边只有一个60
多岁的女儿帮着照顾，从蓝天花园的家里
到体检中心又没有直达公交车，而且老太
年岁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无奈之下，蒋
老太想到了孙建秋这位爱心的姐，试着拨
打了她记下的联系电话，没想到一下就通
了。对于她的请求，孙建秋立即答应了下

来。在队员群里一说，大家都抢着要来。
9 月 18 日下午 1 点半，抢下了接送

任务的姜新群如约准时来到了蒋老太
家楼下，将蒋老太母女接上车后，一路
开到了体检中心。结果在出来的时候，
由于小巷里太堵，整整 40 多分钟后出
租车才开出来。10月15日蒋老太又一
次打来求助电话，邓益群立即抢下任务
赶去了。这回蒋老太说什么都不要邓
益群再送进小巷里了。

对于爱心的哥的接送，蒋老太也是
非常感谢，她说自己本想是付车费的，
可是的哥们就是不肯收，说这是爱心车
队承诺的为老年人的免费服务。孙建
秋告诉记者，两年前的承诺现在依旧有
效，为乘客提供的爱心服务也不会有任
何缩水。 （张丽华 舒翼）

报料人：孙女士 报料费：30元

两年前的承诺依旧有效

9旬老太两次求助
雷锋车队先后免费送达

高价收购茅台及十七大名酒
活动时间：10月19日-10月25日

年份 价格(元/瓶） 年份

2018年-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300-1900元

2000元

2100元

2200元

2300元

2600元

2700元

3000元

3300元

3500元

3850元

4500元

4700元

4900元

5000元

5800元

8000元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8300 元

8500 元

9000 元

10000元

10500元

11000元

12000元

13000元

14000元

14500元

15000元

15500元

16000元

16500元

20000元

价格(元/瓶）

全品相 不跑酒 整箱价格高 500ML 53度

1979 年 - 1953 年 价 格 面 议

其他2000年以前老酒参考价格
五 粮 液
全 新 大 曲
汾 酒
郎 酒
竹 叶 青
泸 州 老 窖
古 井 贡 酒
董 酒
西 凤 酒
剑 南 春

700 元-3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300 元-2 万一瓶
400 元-2 万一瓶

千载难逢的机会，欢迎市民踊跃参加（本公司另收购虫草、虎骨酒、洋酒）现
场免费鉴定本活动长期有效交易成功，凭打车发票，报销车费，可上门回收。

第一会场
地址：常州市西横街61号常柴大厦美豪酒店

一楼会客厅
咨询电话：17610661585（长期有效）王老师
第二会场
地址：溧阳市迎春楼宾馆一楼大厅（东大街与

北大街交叉口东北角）
咨询电话：15727382627（长期有效）王先生
第三会场
地址：金坛区横街东路18号九九客馆4楼

423会客室
咨询电话：15726607203（长期有效）王先生

主 办 单 位 ：北 京 国 酒 馆

北 京
国酒馆

“黑飞”动力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