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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托，补充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价格均为起

拍价)：旧汽车底盘一批（无
法上牌），55万元。

拍卖时间：2018年7月15
日上午10时整。即日起接受
咨询（节假日除外）。

咨询、拍卖地点：镇江市长
江路9号，0511-85282563。
镇江市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京江晚报讯 前天起一轮较大范围的强
降雨来临，同时，长江第一号洪峰形成并下
泄，双重夹击之下我市防汛形势如何？记者
获悉，本轮降雨过程暂无险情上报，我市入梅
以来雨量比常年少一半，汛情至今总体平稳。

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5日8时至6日
8时镇江降雨 87.3毫米、丹阳 40.3毫米、句容
98.1毫米、扬中25毫米，面平均62.7毫米，最大
雨量句容郭庄镇162.4毫米。我市出现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过程。

截至目前，我市水情依然延续“平稳”基
调。昨日8时，长江大通站流量33300立方米
每秒、较常年平均偏少近三成。长江镇江站
5日 11:20高潮位 5.57米，距离警戒水位尚有
1.43米。长江水位较低有利于涝水外排。

主要河湖水情也总体平稳，昨日8时测报
资料显示，仅句容河水位达到9.91米，超警戒
0.41米。苏南运河、香草河、赤山湖等河湖的水
位均未超警。城区金山湖、古运河和运粮河的
水位也未超限。全市106座在册水库，目前24
座小型水库达汛限水位自然溢洪。16座报讯
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平均偏多一成。

据媒体发布，长江今年第一号洪峰5日形
成，三峡库区今年首次开闸泄洪。这次洪峰对
于地处下游的镇江长江防汛会有何影响？

市防办工程师李启顺表示，三峡下泄流
量可能加大，但流经的距离比较长，在下泄过
程中，随着“长途跋涉”，到达下游时“威力”已
经逐渐流散，但会一定程度抬高长江水位。

“目前长江中下游后期降雨趋势、潮汐、台风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监视，做好各项
防范准备。”

据了解，我市 5月入汛以来累计面雨量
374.3毫米，比常年夏季（6-8月）平均总降水量
522.9毫米还偏少三成。李启顺表示，目前我
市仍处主汛期，降雨仍会时有发生，要突出做
好局部短历时大强度降雨的防范，所以各级防
汛部门和相关单位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情绪
产生，必须加强值守、密切监视天气和汛情变
化，严阵以待，坚决打赢今年的防汛战役。做
好 防 汛 的 同
时，要根据天
气情况，科学
蓄水、保水、计
划用水，坚持
防汛防旱两手
抓。（干光磊）

我市入梅以来
汛情平稳

7月8日
停电时间 7:00-16:30
停电线路 10kV 辛工线 14312 开
关以下，至14322、143144、143148
开 关 ；10kV 华 村 147 线 ，至
1471G23、1471F95 开关；10kV 沿
江 146 线，至 14600 开关；10kV 辛
镇210线辛丰集镇02号变熔丝具
以 下 ；10kV 苏 游 1F95 线 ，至
1F9501 开关；10kV 京杭线 54404
开关以下；10kV 希西维线 53902
开关以下；10kV 石城线 14200 开
关以下，至1421F90开关
停电范围 143 线：镇江大洋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金
振矿粉制造有限公司、镇江市丹

徒区天源轴承厂、镇江瑞丰置业
有限公司、镇江市世茂置业有限
公司、森源轴承厂、辛丰村 09 号
变、辛丰麻村、辛丰集镇09号变、
辛丰村 29 号变、辛丰村 30 号变、
润盛家园01号变、润盛家园02号
变、润盛家园西、辛丰前进路、辛
丰村20号变

147线：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辛丰横山三
茅宫道院、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镇江润山大酒店有限公
司、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科
鲁迪卫浴制品(江苏)有限公司、镇
江市丹徒区辛丰镇林富水泥制管
厂、江苏苏建路桥机械有限公司、
镇江市永和物流有限公司、江苏
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338省
道镇南立交至丁岗段工程 A4 标

项目经理部、鑫旺建筑材料厂(码
头)、镇江市丹徒区辛丰中天建材
厂、镇江亨威轴承有限公司、辛桥
01 号变、辛桥蔡家、丁卯东石 12
号、丁卯东石三队、丁卯东石 10
号、丁卯东石 01 号、丁卯东石 11
号、丁卯东石一队、丁卯东石 04
号、丁卯东石八队、丁卯东石村02
号、丁卯东石 06 号、丁卯东石郭
家、丁卯东石十一队、丁卯石城村
委会、丁卯西石 10 号、丁卯西石
13号扬家、丁卯西石大塘、丁卯西
石 04 号、西石 16 号变、丁卯西石
魏家、西石马王沟、丁卯西石 01
号、丁卯西石八队北、丁卯东石05
号、丁卯东石08号、东石码头、丁
卯杜村西、丁卯东石 03 号、丁卯
东石庄前跳变、三圩王家庄、辛丰
三圩四队、三圩 02 号变、辛丰三

圩 01 号变、辛丰三圩谢家、开仪
二队、开仪 01 号变、辛丰前开仪
配变、辛丰开仪 02 号变、辛丰南
圩二队、辛丰前开仪南配变、辛桥
09 号变、辛桥 04 号变、辛丰辛桥
蔡家北、辛桥王家、辛桥王家北、
辛丰集镇06号变、辛丰集镇18号
变、辛丰集镇 17 号变、辛丰世纪
花园、辛丰集镇19号变

210线：辛丰集镇02号变
1F95 线：镇江远大传动机械

有限公司、镇江市自来水公司(沿
江路增压站、镇江市润江屠宰有
限公司、丁卯西石 07 号、丁卯西
石八队中、丁卯西石 09 号、丁卯
西石 08 号、丁卯西石八队、辛丰
沿街 03 号变、辛丰沿街五队南、
辛丰沿街三组、辛丰沿街村中、辛
丰沿街 01 号变、辛丰沿街 02 号

变、沿街六队、丁卯西石06号、丁
卯沿街五队、丁卯千里 09 号、西
石 15 号变、丁卯西石 02 号、丁卯
东石 07 号、辛桥姜家庄、辛桥吴
家、辛桥03号变、辛桥06号变、辛
桥08号变

停电检修信息

京江晚报讯 5 日下午
1点 29分，大雨仍在下，丹阳
地方海事处高桥执法中队接
到 110 转来警情，称在丹阳
九曲河通港公路桥上，有一
名女子跳河。

海事队员随即驾驶海巡
艇，拉响警笛，火速前往事发
水域。经过4分多钟的搜寻，
海事队员在水面上发现一名
在浊浪中浮沉的年轻女子。
海巡艇迅速靠近，但由于雨一
直下，加上水位较高、流速较
快，落水人员位置难以控制，
还一度被浊浪卷走。危急时
刻，海事队员巢亚东、殷亚军
下水救人。两人合力将落水

女子托起，艇上人员则协助将
落水女子救上甲板。

海事队员告诉记者，当
时看到女子还有反应，他们
驾驶海巡艇迅速靠岸，其间
大声呼喊已经赶到岸上的救
护人员做好准备。在救护人
员、民警等各方人员的协助
下，落水女子被抬上了岸，救
护人员随即对该女子进行心
肺复苏等抢救。

昨天，记者联系丹阳120
急救站负责人，得知了一个
令人遗憾的消息，因溺水时
间较长，虽经全力抢救，这名
落水女子还是不幸身亡。

（朱美娜 殷惠娟）

女子雨中跳河获救
溺水太久不幸身亡

京江晚报讯 两天来，
句容各地迎来强降雨天气。
特别是昨天凌晨，因短时强
降雨，位于句容后白镇的巨
龙东方生态有限公司里的农
田一度被淹。养在农田里部
分鸭子、鸡和十几亩田的虾
子被水冲走，给农户造成了
不小的损失。

从农户 5日拍摄的农田
画面上，笔者看到当时上游
来水比较大。农田边的一段
铁丝护栏已经被水冲毁，进
出的道路被水淹没，而田里
的秧苗被淹没大半。

江苏巨龙东方生态有限
公司负责人解白根告诉记
者，田里积水最深的地方达
60 厘米，最低也有 20 厘米，
秧苗只看到尖了。除了农田
被淹之外，电力设施也受损
停电，而原本养在农田里的
十几亩虾子和部分鸡、鸭也

被水冲走。
“鸭子不知道跑到哪里

去了，到处都找不到。最起
码损失 100 多只鸭子，树林
里 水 淹 得 最 深 的 有 80 厘
米，养的鸡淹死了，跟水一
起冲跑了。”解白根说。不
过，雨水有过停歇，并且当
地水利部门也将上游的来
水进行了分流。

昨天上午，笔者再次来
到这里，看到水已经退去，5
日受淹的秧苗已经全部露了
出来。解白根告诉笔者，因
为闷在水中时间不长，对秧
苗影响不大，主要的损失是
被水冲走的鸡、鸭和虾。

解白根说，接下来雨彻
底停了之后，他们将组织人
把被水冲毁的护栏沟渠等设
施进行修整，并恢复田里的
供电，尽量减少损失。

(杨政 志国 万凌云)

暴雨来袭，农田受淹
鸡鸭虾被水冲走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
者随交警在市区主要路段
执勤时发现，由于连日降
雨，市区多个路段有不同程
度积水，有车主涉水行驶造
成熄火。交警部门不间断
巡逻，及时疏导。

昨天上午 7 时许，京口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钟瑞良
带领民警、辅警巡逻至学府
路智慧大道路口时，发现该
交叉路口水深接近30厘米，
并 且 有 两 辆 车 在 水 中 熄
火。民警和辅警立即涉水
前往被困车辆处，将车辆推
至路边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并且向市政部门报警，请求
及时排泄积水，排除险情。

为了确保车辆安全通
过，民警站在水中长达40分
钟不断疏导、引导车辆通
过，引导无法通过的车主有
序绕行。

交警在此提醒广大机
动车驾驶人，雨天出行，特
别是大雨暴雨恶劣天气，
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
察 ，低 速 缓 行 ，不 随 意 变
道 ，不 轻 易 涉 水 深 的 地
方。遇有险情及时报警，
确保行车安全。

（张久召 沈湘伟）

连续降雨连续降雨市区多路段积水市区多路段积水
交警部门提醒车主安全行驶交警部门提醒车主安全行驶

张久召 沈湘伟 摄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