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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小艇注意，立即关闭发动
机，接受检查！”在漆黑一片的滆湖西
太湖水域，一男子驾驶一小艇高速逃
逸，后方两艘渔政执法艇警灯闪烁。
为避免追击造成人员伤亡，渔政人员
的行动在跟随10多分钟后停止。

记者从省滆湖渔管办了解到，164
平方公里的滆湖已成为沿湖人民的“聚
宝盆”，湖中有鲢鳙、鳜鱼、青虾、大蟹等
31种水产，尽管渔政人员日夜守护，但
觊觎这些“宝贝”的人不在少数。2017
年至今，省滆湖渔政支队已经查处
1234 起渔业违法案件。仅今年上半
年，就查处各类渔业违法案件165起，
其中电鱼案件 8 起、无证捕捞案件 16
起、违禁渔具案件70起、违反禁渔区禁
渔期案件 64 起、其他非法捕捞案件 7
起。同时，执法人员强化了对垂钓行为
的管理力度，累计劝离保护区内垂钓者
1000余人次。即便是在这样的管理力
度面前，依然有人铤而走险。

5月27日晚9点半，屠某等2人驾
驶一条30马力汽油机橡皮艇，闯入了
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水域。该保护区常年禁捕，当时正处
于滆湖封湖禁渔期（1月1日至8月31
日）内。2 人开船进入保护区后，放下
了一条长1200米的丝网，忙了几个小
时，收获不小。凌晨 2 点多，当 2 人准
备收网开溜时，被渔政执法人员当场

查获。经查，2 人捕获鳙鱼 49.6 公斤、
鲢鱼 44.26 公斤、鲌鱼 1.16 公斤、鲤鱼
2.9 公斤。渔政支队以涉嫌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将屠某等 2 人移送警方处
理。目前，屠某等2人已被取保候审。

4 月 3 日凌晨 3 点多，杨某明知属
于禁渔期，仍开一条玻璃钢汽艇在滆
湖张河港口向东约 100 米处，用 400
个“金小钩”进行捕捞，被巡查的渔政
人员人赃俱获。此时，杨某船上已经
渔获了黄颡鱼 2.1 公斤。鉴于杨某在
禁渔期内从事捕捞行为，且在滆湖有
过多次因非法捕捞被行政处罚的记
录，杨某最终被移交警方立案查处。

省滆湖渔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非法捕捞，尤其是电捕鱼、绝户网等禁止
使用的渔具，会让水生物“断子绝孙”。
以电鱼为例，小鱼一般当场被电死，被电
过的大鱼即使侥幸活下来，也大多丧失
了繁殖能力。电击而死的水生生物，大
部分会沉积水底，腐烂变质，严重的会造
成某一水域食物链断裂，破坏生态循环，
造成“死水”现象。为了让非法捕捞行为
无处藏身，省滆湖渔管办近日颁布了举
报奖励实施办法。其中，滆湖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滆湖鲌类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为常年禁渔区（如
图），全年一律不准从事渔业活动。每年
的1月1日0时至8月31日24时为全湖
禁渔期，除特许捕捞外，禁止其他一切捕

捞行为。即便是在非禁渔期，两大保护
区外，市民也不能使用禁用渔具和炸鱼、
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的方
法进行捕捞。

市民一旦发现有非法捕捞行为，可
以 拨 打 举 报 电 话 ：渔 政 支 队 0519—
86588758； 渔 政 一 大 队 0519-
86281053； 渔 政 二 大 队 0519-
88300016； 渔 政 三 大 队 0510-
87291255。据悉，对一般行政处罚案件
将奖励举报人 200 元；对涉嫌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的一般刑事案件将奖励举报人
500 元；对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重
大刑事案件将奖励举报人800元。

童华岗 陈德权 周勇图文报道

3年多查处1234起渔业违法案件

滆湖水域非法捕捞，举报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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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08月 13日 08:30-14:30停
电：10kV红梅线红东#3变01开关后段、红
东#1变G1036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6:30-17:30 停电：
10KV华庭线城中路中间变电所：大酒店配
Ⅱ段1210开关前段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8:00-11:00 停电：
10kV立新线勤业157幢配变、勤业159幢配
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金禧线西新二村102幢配变、西新二村
94幢配变、西二村96幢配变、常新路16号配
变、北新巷40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7:00-12:00 停电：
10kV锻焊线机械20幢配变、机械42幢配
变、机械5幢配变、机械9-1幢配变、机械9-2
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12:00-16: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60幢配变、清潭56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8:30-14:30 停电：
10kV翠家线翠竹#21变 01开关后段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8:00-12:00 停电：
10kV金家线许家巷10幢配变、康宁苑西配
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西仓线常春弄配变、西郊路配变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勤业线水机厂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00-11:00 停电：
10kV孟庄线勤业90幢配变、勤业92幢配
变、勤业93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12:00-16: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50幢配变、清潭66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8:00-12: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48幢配变、清潭44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怀北线虹桥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龙城线新市街东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璞丽一线留芳路配变、锁桥配变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文在线文在桥配变、荷花池48号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00-11:00 停电：
10kV孟庄线三堡街11幢配变、三堡街2幢
配变、三堡街7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00-12:00 停电：
10kV锻焊线机械83幢配变、机械117幢配
变、机械136幢配变、机械132幢配变、机械
106幢配变停电撤销；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8月11日07:30-12:30停电：10kV黄
山线全线（停电范围：正力制镜等孟河等相关
地段）；

10kV环镇线全线（停电范围：古得汽车
零部件、华龙灯具厂、友爱汽车零部件厂等孟
河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安北线济农
B124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兆荣铜业、金方
圆新材料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魏线振华路A1027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丰祐照明科技、朗能电子、孚华电
器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08月12日07:00-12:00停电：10kV汾
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普泰玻
纤制品、新欣武交机械、长青交通科技股份等

三井、薛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07:00-13:00停电：10kV联金一线全

线（停电范围：联创金陵科技置业等北港等相
关地段）；

07:30-11:30停电：10kV友谊线友谊
路#2环网柜:友谊鞋厂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华亚纺织、浩建物资、友谊鞋业等雕
庄等相关地段）；

10kV东陆线超翔车辆厂236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三鑫灯具厂、益兆包装材料厂、青
燕车辆配件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南庄线观里
村955开关至通江南路A1555开关（停电范
围：宝宇车辆配件厂、铭锐汽车部件、明益电
信器材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8月13日07:00-11:30停电：10kV新
孟线孟河镇政府南A1911开关至富民景园#
3中01开关（停电范围：富民景园部分、富民
花园一区部分、孟河镇人民政府、加和物业服
务、欣祥物业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7:00-12:30停电：10kV中再线金联
5281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联诚网厂、明程土
工新材料、武飞机械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8月14日06:50-12:00停电：10kV庄
基线永丰通讯C1591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湖

港物业服务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8月17日00:30-04:30停电：10kV

申江线花庄B177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孟庄线三堡
街3号环网柜：排水管理处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排水管理处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11日07:30-17:00停电：10kV奔

镇线奔牛幼儿园支线6#杆奔牛行政变支线
(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30号
杆支线后段；

08月12日07:30-12:30停电：10kV天
山线15号杆中英管道支线（临检）；

07:30-17:00停电：10kV前舍线戴家
站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灵宝线海伦
油品支线7#杆后段；

08月13日07:30-17:00停电：10kV关
帝线庙边李家西配变；

10kV青城线79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8月14日08:00-17:00停电：10kV胜

利线镇澄道口配变；
08月17日07:00-13:00停电：10kV

丽华线前后洑北配变、前后洑北2号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泰村线邹区

泰村金家站配变、邹区泰村后朱西家塘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创业线庄只

里配变、春江龙舍地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凡
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
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
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
能会临时撤消，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电商经济的蓬勃，让我们习惯了
足不出户的网购，但网上的“超低价诱
惑”有时却暗藏陷阱。近期，金坛警方
发出防诈骗警情提醒，有未成年人想
400 元买手机，反而倒赔 3.7 万元；有
游戏爱好者笃信某游戏交易平台，却
遭遇“李鬼”被骗2万多元。

7 月下旬，14 岁的小江在 QQ 空
间中看到有人发布“低价出售手机”的
动态，遂主动联系对方购买手机，两
人最后协商以 400 元的价格成交一
部 iPhone11。在按照对方要求扫码
支付 399 元后，对方称需办理海关手
续，让小江扫描指定二维码，需要在
输入前 5 位密码后截图，再长按最后
1 位密码。复杂的操作指示成功唬
住 了 一 心 想 要 快 点 拿 到 手 机 的 小
江。哪知，按要求操作后，并未出现
所谓的海关手续界面，反而再次显示

支付成功 9999 元。可对方仍称海关
手续不完备，多次故伎重施，要求小
江重复扫码操作，并称后台人员会将
多余的钱款返还，最终导致小江损失
共 3.7 万余元。

7 月 24 日，酷爱游戏的严先生在
某游戏平台上看到有人低价出售游戏
币。添加对方 QQ 后，严先生因价格
极低产生疑虑，对方则称是因工作变
动要清存货，并主动提出在某游戏交
易平台进行交易。严先生素来笃信该
交易平台较为正规，便放下戒心点击
对方发来的购买链接进行支付。尽管
支付界面与某交易平台看上去没有区
别，实际上却是个克隆的假网站，最
终，严先生被骗2.2万余元。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类诈骗中，骗
子抛出的最大诱饵便是“低价”。市民
在防范此类骗局时一定要记住三点。

第一，不要轻信超低价商品。尤
其是面对不熟悉的所谓“代购”“私人
卖家”和遇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商
品，脑海中第一反应不该是捡便宜，而
是 拉 警 报 。 毕 竟 ，400 元 买
iPhone11，刷库克的脸也做不到。

第二，借助第三方平台规避风
险。面对陌生的交易方，需尽量避免
和对方的“卡对卡”交易，转而寻求正
规第三方平台的保障，为虚拟世界的
交易加点儿“保险”。

第三，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
骗子最擅长的就是“以假乱真”，即使
你是网购达人，但面对骗子精心打造
的克隆网站，一时也难分真假，且他们
提供的第三方平台链接也极可能有猫
腻，务必通过正规通道进入第三方平
台，避免遭遇“李逵变李鬼”。

何嫄 虞雪娇 陶欣

“跳楼甩卖”有陷阱 网购剁手需谨慎

每逢周三下午和周六傍晚，在溧
阳市天目湖镇文化活动中心和天目湖
游客中心广场，天目湖旗袍队都会随
着悠扬的音乐走起旗袍秀的舞步来。

“两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训练、排演。”
天目湖旗袍队队长雷道珍说。

2018 年，天目湖镇天目湖村的
12 名妇女自发组建了“天目湖旗袍
队”，让天目湖牌楼附近几个村的乡亲
们刮目相看。天目湖旗袍队自成立以
来，这些清一色的农民，用拿过锄头、
镰刀的手撑起花纸伞，用走过田埂路
的脚优雅地迈着舞步，把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节目送到了田间地头，把主旋
律、正能量送到各个村组。她们讴歌
新时代，弘扬主旋律，奏响了一曲乡

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和谐共生的
协奏曲。

说起旗袍秀的好，62 岁的陶裕莲
说：“这两年，我们跟着雷道珍队长走
起来、动起来、舞起来，不仅心情愉
悦，身体更健康，人也变得自信了。”
陶裕莲说，一场训练下来，虽然流了
一身汗，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情反
而更好了。

守住精气神，乡村就有了魂。传
递快乐，与民同乐，天目湖旗袍队的
队员们都乐在其中。两年多来，她们
积极参加镇、村举办的各种庆典和重
大节日的文艺演出活动，还报名参加
了市里组织的比赛，获得了可喜的成
绩，也渐渐有了知名度，为今后发展

奠定了基础。
“目前，队里有18人，还有不少人

主动报名参加。”雷道珍告诉记者，在
镇村敬老院、部队营房、社区“天天乐”
的舞台上，都留下了旗袍队的舞姿和
身影。“虽然辛苦，但能做自己喜欢的
事，我们乐在其中”。

幸福的生活要唱着过、舞着过。
傍晚来临，天目湖游客中心广场上，好
几拨大妈们已经欢快地跳起了广场
舞，天目湖旗袍队的队员们也在这里
进行旗袍秀训练。夕阳的余晖下，她
们那灵活、跃动的身姿与天目湖粼粼
的波光交相辉映，尽情演绎着新时代
农村妇女的时尚风采。

小波 陈庭芳

积极参加镇、村举办的各种演出活动

12名农村妇女组建旗袍队

本报讯 儿子经济拮据，一笔
赔款拖欠了 10 多年，一直无力履
行。为赎清儿子长久以来沉淀在
内心的愧疚，近日，残疾的父亲多
方筹款，最终替儿子付清了 10 万
元执行款。

今年 3 月 16 日，溧阳法院恢复
执行一起陈年交通事故赔偿案件。
该案于 2009 年 10 月立案执行，期
间，曾因被执行人潘某和王某查无
财产而终结执行。潘某和王某是夫
妻，家庭经济较为拮据，王某待业在
家，潘某曾动过手术，潘某父亲曾因
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腿部粉
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案件虽然终结执行，但执行人
员一直没有放弃执行。今年 4 月 8
日，潘某的父亲主动联系执行人员，

为让儿子赎清长久以来沉淀在内心的
愧疚，表示愿意尽一切所能为儿子潘
某代偿赔偿款。

为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
法权益，执行人员将被执行人家庭基
本情况和困难详细告知了申请执行
人，并组织双方进行多次和解。最终，
在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最终
商定由被执行人支付 10 万元赔偿款
后一次性了结。

潘某父亲在腿脚不便的情况下，
多方奔走筹措资金，耗时近4个月，终
于筹集到 10 万元。为尽快交付该款
项，老人下雨天还在不停奔忙，并不慎
摔跤受伤。能出行后，老人第一时间
跛着腿将钱款汇至法院案款账号。至
此，一起多年未执结的“骨头”案得以
顺利执行完毕。 （小波 王鹏超）

残疾老父为子偿还10万元赔款

本报讯 7 月初，山东济宁消
费者陈先生在我市横林一家电商平
台，买了一套 240 元的化妆台。到
货后查验发现，化妆台的镜面在运
输过程中被挤压破损，找商家要求
重发。可是商家两次补发的都是与
化妆台没有任何关系的木板。近
日，陈先生向我市消协投诉。

陈先生说，验货后发现运输破
损时即将结婚，因为心情急迫，找商
家理论时有点激动。事后，商家两
次寄来木板，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
戏耍，坚持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要

求必须办理退货手续，并赔偿 3 倍损
失。商家则称是工作失误，根本不存
在欺诈。

消协工作人员了解事情经过后，
认为商家两次均第一时间进行了补
发，和欺诈相比，误操作的可能性更
大。毕竟，补发快递是要费用成本的，
戏耍消费者对商家来说没有任何好
处，不合常理，希望陈先生能接受商家
再次重发。但陈先生坚持补发已于事
无补。最终，商家办理了全额退款不
退货手续，对这次不愉快的网购向陈
先生表示歉意。 （肖谐 庄奕）

网购妆台镜面破损
补发两次都是木板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溧阳法院
获悉，该院刑事审判庭首次试行缓
刑听证会议，最终以危险驾驶罪依
法判处杨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1000元。

6月9日，杨某饮酒后无证驾驶
无牌车辆，撞上路牙倒地，导致搭乘
人受伤，构成轻伤一级。经鉴定，杨
某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142.3 毫克/
100 毫升。承办法官在庭前阅卷时
发现，杨某年龄不大，自幼与父母失
联，未在父母的看护下长大，这些年
独自在异乡打工，经济较为困难。
此次事故中，杨某双腿骨折，但他将
自己仅有的 1 万余元主要用于治疗

搭乘人，取得了搭乘人的谅解，自己的
骨折伤势却一直未得到妥善处理。若
对其适用实刑，将导致其失去现有工
作，这对于生活艰难的杨某而言，无疑
是雪上加霜。溧阳法院遂决定试行缓
刑听证会议，听取听证对象意见后再
行判决。

参与听证会的特约监督员孙霞在
旁听庭审过程中看到杨某行动不便，
且全部积蓄已用于治疗搭乘人，恐其
无法支付罚金，遂主动借给杨某1000
元，让其及时缴纳罚金。杨某当庭落
泪，表示感谢，写下借条承诺能够正常
上班后，立即还清借款。

（小波 黄梦琦）

酒后无证驾驶出车祸
主动治疗搭乘人获缓刑

本报讯 在微信朋友处购买
的 2 辆低价新商务车，开回家还没
到一天，租车公司就追来了，说是
他们公司出租的车。近日，市民
吴先生被“二手低价车”诈骗团伙
给骗了。

“全新雷凌、哈佛、红旗、别克
GL8⋯⋯没有你买不到的新车，只
有你想不到的低价。”吴先生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这样的广告后，联系了
做二手车生意的顾某。顾某称手上
有一批抵押车，价格实惠，还带着吴
某到仓库实地参观。吴某看上了一
辆别克 GL8，除了有些积灰，汽车
座椅上的塑料纸都没拆，说是全新
的也不为过，一问价格，吴先生更加
激动，一辆竟然只要“6.8万元，再加
1000元手续费”。尽管吴先生心里
打鼓：“怎么这么便宜？靠谱吗？”顾
某称：“都是抵押车，就低价卖了，你

也看见是全新的了，这个价格能买到
这样的车，绝对赚了！”吴先生打消了
疑虑，一下就买了2辆，高高兴兴地开
回了公司。

哪知，车到手还没满 24 小时，就
有人来“抢车”了。来“抢车”的人自称
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这 2 辆别克 GL8
是公司用来出租的，并出示了租赁合
同。吴先生拿不出购车合同，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车被人开走，难过之余发
现自己被骗了，遂报警。

薛家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展
开调查，查获一“二手车诈骗”团伙。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黑户”
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车
从公司“租”出后，摇身一变就成了自
家的二手车，然后低价卖给客户，从中
非法获利。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采取强制措施。

（童华岗 莫永平 姚好）

新商务车刚买一天
就被租车公司追回

本报讯 近日，常州交通执法支队
经开大队的执法人员在对查处的一辆

“黑车”调查时发现，该车最近做的一单
生意竟然是由首汽约车（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常州分公司指派的，这引起了执法
人员的重视。

执法人员随即赶到首汽约车常州分
公司了解情况。该企业负责人承认，这辆
车一直挂在他们公司的网络平台上，平台
会根据运力需求给该车派单，也确实在7
月23日给该车派了一个从凤凰名城9号
楼到九龙仓国宾1号北门的单子，运费通
过公司网络平台已支付，订单已完成。

据此，我市交通执法部门根据《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对首汽约车常州分公司进
行了处罚。这也是我市交通综合执法改
革以来开出的首张网约车平台公司罚
单。 （李鑫 刘强 童华岗 杨鑫）

派单给“黑车”
网约车平台被罚

本报讯 8 月 2 日晚 10 点多钟，市
交通执法支队天宁大队值班人员接到投
诉，称牌号为苏 D/87××X 的出租车从
九洲寰宇大厦驶至目的地，整个过程未
打开计价器，驾驶员还“理直气壮”。

据投诉人称，出租车驾驶员宗某在
九洲寰宇带了2批客人，2批客人分别到
东青的花园村和郑陆街上，后因出租车
未开计价器违规要价，双方因付款问题
产生矛盾，乘客投诉。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投诉人瞿某
表示感谢。执法人员现场对驾驶员未按
规定使用计价器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同
时告知驾驶员，私下议价违反了交通运
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下一步，交通执法部门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童华岗 章明虎 周燕琳）

不用计价器
“的哥”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