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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调查
编号
L-35

K-31-2
K-32-2
K-63
L-28

K-04

K-09

K-13

K-35

K-35-1
K-42

房屋地址

金山太平圩四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四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姓名

朱红华
赵 云
王 蕾
杜金花
陈菊新

赵 君

刘贵祥

朱振兵
孟理月、孟苇
苇、孟洋洋

徐桂英
成广学

建筑
面积m2

97.2
46.27
106.12
78.84
440.96

31.39

327.92

303.26

213.34

100.5
30.24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调查
编号
K-05
K-46
H1-09
H1-16
H1-17

H2-12

H2-44

H2-45-1

H2-47

H2-54
H2-24-1

房屋地址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姓名

赵秀英
任宏润

李少华（故）
朱海平
朱海新

纪秀蓉、赵淑
琴、赵建强
陈 斌 、陈 汉
忠、赵云兰

陈 刚

卢以群

耿玉兰、厉明
贺志俊

建筑
面积m2

208.36
419.07
135.88
183.03
175.46

390.12

418.15

284.37

165.8

768.22
72.5

为
加 快 推

进我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决
定对润州路东西两侧地块棚户
区改造项目（润州路东太平圩）
（镇润政〔2018〕36 号）范围内集

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搬迁，部分
被搬迁人主张房屋权利但无法
提供产权证或土地证。现将名
单予以公布，如对公布的拟被补
偿对象及其房屋存在异议，请异
议人携带有效证据到太平圩房

屋搬迁现场办公室进行登记,联
系人：孙女士 18052889182 乐
先 生 13952878739 殷 先 生
18900629297，公告后如无异议，
将在7日后对该名单对象予以补
偿，望知情者相互转告。

二0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 告

京江晚报讯 前天本报接到
镇江实验幼儿园多名家长反映，
校园门口有人员开挖地下燃气
管道，有家长闻到淡淡燃气味，
他们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全。记
者调查发现此事与老旧小区改
造有关，周二下午燃气公司已经
结束更换老旧燃气管道工程，校
园门口巷子北段路面施工将由
干道办于本月底完成。

前天记者来到笪家山 12
号，看到挖开的燃气管道已被土
覆盖，接孩子的家长们告诉记
者，上午来时管道暴露在外，有
淡淡的燃气味，虽然附近设了提
醒危险的警戒线，家长仍然很担
心，“就在学校门口，万一家长抽
烟怎么办？”该园副园长严岩说，
她与家长们的担心一样，园内有
300多个孩子，加上接孩子的家
长和教职工，至少有600人。

此外，家长和园方称受附近
老旧小区改造影响，校园门口巷
子北段封闭施工，他们只能从梦
溪路入口绕行，至少走十分钟，
严岩说，“那段路基本都是工地，
我们已经有几个孩子摔倒了，北
段施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了中营
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的干道办项
目部工作人员姚远。他介绍，因
为干道办在此进行雨污分流管
道改造，燃气公司趁着这个机会
对燃气管道进行改造，燃气公司

省去了恢复路面的流程，因为改
造中干道办都必须恢复路面。

姚远说，燃气公司前期和干
道办对接过，但由于双方无合同
关系，干道办对燃气公司的具体
行为无法约束，姚远认为，由于
燃气公司改造管道，延误了老旧
小区改造工期，“我们就怕出意
外，所以在学校门口公开信上写
的是 10月 31日该段施工结束，
其实我们原来预计 28日结束巷
子北面工程。”

随后，记者联系了华润燃气
工程部助理经理刘翔，他说公司
按照政府要求，配合干道办进行
老旧燃气管道更换，由于公司承
担了一些改造费用，所以未和干
道办签合同，公司一直按干道办
的施工进度改造，并且提前告知
干道办他们的施工时间。

刘翔说，上周三他来到片区
改造项目部告知幼儿园门卫管
道改造时间是本周一当天，“我
们原计划本周一一大早开挖，上
午验收，下午碰接，这个工程就
结束了，但早上刚施工就遭到家
长反对。”刘翔说，面对家长的不
理解，他们只好暂时停工，下午
将暴露的管道用土填埋，“家长
闻到淡淡的燃气味是老旧管道
老化造成的，就算有人抽烟，只
要在警戒线外一般不会有问
题。”刘翔说，昨天下午他们已与
干道办开碰头会商议此事，并于
昨天下午进行碰接，结束了燃气
管道更换工程。

昨晚 8点多钟，施工人员正
在加班加点做路面恢复。姚远
说，燃气公司施工昨天已经结
束，若按此进度，干道办可在 11
月1日前将工程结束。

（记者 张驰川）

幼儿园门口露出燃气管道且有气味
燃气公司：更换老管道，因家长误会耽误工期

京江晚报讯“一下午都在
喝茶打牌，还洗了澡，原以为酒
气会散掉，没想到还是超标被
查了，真有点冤枉。”面对酒精
测试仪显示的数据，车主大声
叫屈。昨天上午，记者从警方
了解到，仍有不少车主因“喝酒
误区”而被查出酒驾或醉驾，最
终遭到处罚。

前晚7时许，镇江新区交警
大队集中 4 个中队警力在辖区
设卡查酒驾。“我中午喝的酒，
怎么可能现在还超标？”车主刘
某显得有些激动。当晚8时许，
刘某驾驶白色轿车在路口被民
警拦下。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
现场检测，其体内酒精浓度达
21mg/100ml，达到酒驾标准。

“真是倒霉，就超那么一点！”刘
某懊恼地说，只得接受处罚。

当晚 9 时 20 分左右，民警
发现一辆二轮摩托车骑手有饮
酒嫌疑，于是要求其下车接受
检查。然而这名男子充满自信
主动配合民警测试，还坚称：

“肯定没事，我是中午喝的酒，

现在绝对没问题了。”不过测试
结果却为128mg/100ml，属于醉
酒驾驶，对于这结果车主十分
惊讶，并要求民警再次进行测
试，尴尬的是仍然是醉驾……

该男子表示，他中午在朋
友家喝了约半斤白酒，知道酒
后不能上路，于是就与朋友下
午打牌还喝了好几杯茶，晚饭
后又洗了澡，自认为酒气已经
散尽，这才开车回家，遇到民警
时还自以为没问题，没想到竟
然还是醉驾。

据统计，近两周以来，新区
交警共查获隔夜酒驾6起，中午
饮酒晚上被查的 18 起，包括酒
驾与醉驾。警方查处过程中发
现，许多车主仍存在“喝酒误
区”，以为多喝点茶水，过几个小
时后就能醒酒，其实酒后多长时
间体内不含酒精，除了身体对酒
精的分解速度因人而异外，最主
要还需要时间。如果市民饮酒
较多，处于喝醉状态下，至少要
过24小时后体内酒精才能基本
排尽。 （赵竹生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10 月 29 日
上午 7时许，丹徒区老 312国道
270KM处陈丰村路口处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苏 E 的厢式
货车因操作不当驶入对向车
道，与一辆水泥槽罐车相碰
撞。接到报警后，丹徒交警第
一时间赶至现场进行处置，及
时将伤者送医救治。

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厢式
货车侧翻在地损毁严重,水泥槽
罐车车头已严重变形，车辆零
部件散落一地，地上留有斑驳
的血渍，事故车辆占据了两条
车道,造成了道路轻微拥堵。民
警一边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一
边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受伤
的乘坐人孙某已被送至医院进
行治疗。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黄某
自称其当时驾驶牌照为苏E的
厢式货车沿老 312 国道由东向
西行驶，当车行驶至 270KM处

陈丰村路口时，因避让前方险
情，情急之下便急忙向左打方
向，随之车辆便行驶到道路左
侧。紧接着便与沿道路由西向
东相对方向沙某驾驶的苏A牌
照水泥槽罐车发生碰撞。

据沙某描述，其发现险情
后，立即避让，但是已经回天无
力，随之两车发生了碰撞，当时
自己面对突发情况脑袋一片空
白。幸运的是自己只受伤，并
没有生命危险，现在想想后背
发凉，直冒冷汗。

事故双方车辆在巨大的撞
击力下严重受损，厢式货车乘
坐人孙某因头部伤势过重，经
送医救治无效死亡，两车驾驶
员受皮外伤，无生命危险。目
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

民警提示,驾驶机动车要对
车辆的性能和操作熟练掌握,上
路行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提前
预判,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稳驾
慢行。

（张进 於荣荣 曹海滨）

京江晚报讯 外出时，作为
乘客如何保证自身安全一直是
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近期，
句容就发生了一起“黑车”抢劫
案，不过这次，被害人竟是“黑
车”司机。30日，句容检察院介
绍，该院近日依法对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批准逮捕。

据检方披露，李某某在句
容某工地上班。近两年来，他
深陷网络赌球的泥潭，债台高
筑。过分的是，在家里人帮他
偿还过四五十万元的赌债后，
他仍赌性不改，甚至通过网贷
和透支信用卡的方式继续赌

球。近半年来，他又欠了五万
余元，由于微薄的工资难以还
债，竟萌生抢劫“黑车”司机的
念头。

为了获得“经验”，作案前
李某某还专门在网上搜索过抢
劫“黑车”司机的新闻报道。10
月14日，李某某先用帽子、眼镜
等物乔装打扮了一番，以掩人
耳目。等到晚上 11点左右，他
来到句容宝华镇一个小区外
面，找准目标后上了一辆白色
SUV的“黑车”。而当该车开至
中途，他在后排突然拿出水果
刀对着司机的脖子，威胁司机

在路边停车并交出钱财。
幸运的是，这时司机从后

视镜中看到后方恰好来了一辆
大货车，于是当机立断，机智地
将货车逼停下来求救。见“黑
车”司机来了外援，李某某在慌
乱中逃离现场。

事后被害司机报警，公安
机关调取沿途监控，在高清摄
像头之下，李某某当晚的行动
轨迹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其作
案时的衣着也清晰可见。很
快，公安机关在工地上将李某
某抓获。

（魏金 万凌云）

中午喝酒晚上开车还是醉驾
仍有不少司机因“喝酒误区”而遭查罚

货车司机因操作不当驶入逆向车道
撞上槽罐车致一人死亡

男子赌球赌输竟对“黑车”持刀抢劫

曹海滨曹海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