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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市交警部门了解
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市环保局
将于近期联合组织开展机动车排气
监督抽测行动。行动将在全市范围
特别是重点干道设置检测点，重点
抽测老旧车辆以及载货、客运车辆，
对抽测中发现的尾气排放超标车
辆，交警部门将处以 200元罚款，环
保部门将责令车辆所有人对车辆进
行维修治理。至此，我市汽车尾气
超标排放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专用代码执法有据
现场检测环保取证

根据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予以处罚。根据此项规定，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增加了“驾驶排
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交通违法行为代码。镇江交警部门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汽车尾气
超标车辆上路行驶的，将会被处以
200元罚款的处罚。

如何检测机动车尾气是否超标
呢？只要经过专业检测仪器收集和
分析，约10分钟，检测结果现场就可
揭晓。在即将开展的联合整治行动
中，市环保执法人员和专业检测机
构将会使用移动式专用检测设备，
对抽检车辆进行现场检测，出具检
测报告，作为执法证据。市环保部
门表示，检测设备符合国家标准，检
测技术人员持证上岗，保证检测结
果合法有效，为执法行动和行政处

罚提供权威的证据支撑。

突出重点针对检查
车主注意自检自查

市环保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由于车主行车陋习、车辆维修不
及时或保养不良，会导致车辆排气
污染加重，特别是老旧车辆以及重
型载货汽车、大型客运车辆尤为严
重，很多车辆通过目测就能发现排
气管黑烟滚滚，这些车辆都是此次
行动的重点检查对象。交警部门表
示，针对此类高排车辆经常出现的
道路，联合整治行动小组将会重点
在 346 国道（老 312 国道）、润州路
（243省道）等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
加强检查和执法力度。

车主们要注意啦，超标了赶紧
维修保养，过了免检期的车辆赶紧
检查一下。据了解，机动车尾气超
标有多种原因。比如，车辆刚过了6
年“免上线检测”期，车主没有意识
到尾气超标；车主明知车辆排放超
标，但不愿主动进行维修保养；为省
钱，车主不在正规加油站加油，而是
图便宜加了油品不合格的“黑油”，
等等。

环保部发布的《2015 年中国机
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汽车是污
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随着我
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加，大
气环保形势更加严峻，治理机动车
尾气排放超标已经刻不容缓。

（谈德捷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
交通海事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
保护京杭大运河水资源环境，从 7
月 1日开始，凡是在航运输船舶均
实施封舱管理，防止在船舶运输过
程中货物扬尘，造成环境污染。这
一举措实施一周以来，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昨天，记者在长江与苏南运河
镇江段交汇处的通江口门看到，在
航船舶全都披上了封舱油布。市交

通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苏南运河镇江段每天过往船舶近千
艘次，做好防治过往船舶污染责任
重大，交通海事部门将按照上级规
定、依照法律法规，在行政执法过
程中，把运输船舶封舱管理作为一
项重要的检查项目，凡是违反规定
不能封舱的运输船舶，将依照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环保行动计
划，近一周以来，我市交通海事部

门还对固废船舶非法运输进行了专
项检查，共检查船舶1606艘，发现
违规载运固废船舶 8艘次，均移交
环保部门处理。对到港船舶进行垃
圾存储容器配备、垃圾记录簿配备
和记录送交情况，以及油污水处理
装置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对
过往船舶进行生活污水处理安装、
使用的专项检查。

（田进 张爱林 沈湘伟）

我市启动车辆尾气排放专项整治行动

汽车尾气超排上路将被处罚200元

京江晚报讯 昨天，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关于公布江苏省
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的公告》，涉及我市两家食
品经营企业的 3件问题食
品。3件问题食品均来自
句容苏果超市门店。

被发现的问题食品为
在苏果超市（句容）华阳南
路社区店抽检的黄豆芽、
在苏果超市（句容）华阳南
路社区店抽检的冰鲜黄
鱼、在苏果超市（句容）有
限公司都市晴园平价店抽
检的标称南京虹园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鱼皮花生。

黄豆芽的不合格项目
为 4-氯苯氧乙酸钠，购进
日期（批号）为 2018-04-
02。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豆芽生产者为了
让豆芽长得快、长得漂亮，
生产过程中会添加国家明
令禁止添加的 4-氯苯氧

乙酸钠。4-氯苯氧乙酸
钠的残留会在人体内累
积，长期食用会对人体产
生蓄积危害，如致使儿童
发育早熟、女性生理发生
改变等。句容市市场监管
局查明企业共购进 3.5 公
斤问题农产品，全部销售
完毕，因无消费者退货未
有召回。

抽检的冰鲜黄鱼不合
格项目为氧氟沙星，购进
日期（批号）为 2018-02-
11。句容市市场监管局查
明企业共购进4.95公斤问
题农产品，全部销售完毕，
因无消费者退货未有召
回。

抽检的鱼皮花生不合
格项目为过氧化值，生产
日期（批号）为 2018-03-
12。句容市市场监管局查
明企业共购进 12 袋问题
产品，销售10袋，库存2袋
已由厂家召回。 （孙霞）

省食药监局监督抽检发现
句容苏果超市三件问题食品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
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我省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正式启动。今年
有 160 多名来自全省招考
战线的工作人员参加录取
工作，将完成全国 1411 所
高等学校在我省的 325179
个招生计划。

高校和省教育考试院
按照“学校负责、省教育考
试院监督”的录取体制实
施新生录取工作。对思想
政治品德考核合格、身体
状况符合相关专业培养要
求、投档成绩达到同批省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符
合高校调档要求的考生，
省教育考试院按高校提出
的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向
其投放考生电子档案，调
档 比 例 原 则 上 控 制 在
105%以内。高校根据其
公布的招生章程中确定的
录取规则对进档考生进行
排序，决定考生录取与否
及所录取专业，并负责对
未录取考生的解释及其他
遗留问题的处理。

我省普通高校录取分
批进行。

文科类、理科类中，提
前录取本科院校于 7 月 8
日-12日录取，第一批本科

院校于 7 月 15 日-19 日录
取，第二批本科院校于7月
21日-25日录取，高职（专
科）院校于8月1日-5日录
取，高职（专科）注册入学
院校于 8 月 7 日-11 日录
取。其中，提前录取本科
院校包括军事院校、公安
政法院校（专业）、航海院
校（专业）、地方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专项计划、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计划、其他院校〔包括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北
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
关学院、外交学院、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
部分综合评价录取高校，
相关院校的飞行技术专业
以及部分院校外国语言文
学类专业计划〕等。

体育类、艺术类中，提
前录取本科院校于 7 月 8
日-15日录取（其中艺术类
分为 3 小批），高职（专科）
院校于 7 月 29 日-31 日录
取。 （古瑾）

江苏省2018年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启动
将完成全国1411所高校
在我省325179个招生计划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江苏
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获悉，英国

《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7月2日
在线发表了江苏科技大学和中科院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科院昆明
动物所等合作研究成果——从野蚕
到家蚕的进化之路。该成果分析了
从中国、日本、印度以及欧洲收集
的不同品种的家蚕，证实家蚕是在
5000年前的中国，从它的祖先野桑
蚕驯化而来，也明确了一些优良品
种是如何演化而成的。

为了揭示家蚕驯化和改良历
史，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与华
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
生态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西
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在科技部“973计
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项
目的资助下，历时 4 年合作开展了
家蚕驯化和改良历史研究。

研究人员选取了137个有代表性
的家蚕种质资源和改良品种，通过
高通量重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等
手段，较为精细地重构了家蚕从驯

化到改良的演化历史，确定家蚕是
在5000年前从其祖先野桑蚕驯化而
来。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了与蚕丝
制作相关的基因选择，如氮代谢和
氨基酸代谢相关的基因，而氮和氨
基酸对产生蚕丝蛋白来说非常关
键。证据表明，不同地区饲养的家
蚕适应性也有差异，比如不同的昼
夜节律，而热带地区的家蚕结的蚕
茧往往更大，繁殖周期也更频繁。

（钱荷英 王福海 古瑾）

江科大一项合作研究证实

5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养蚕了

我市保护运河水资源环境再推新举

在航运输船舶全部实行封舱管理

马镇丹 谈德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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