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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交警集中整治长江大桥交通乱象

90 分钟查扣 37 辆违法车
本报讯（游建栋 浔阳晚报记者 张倩
文/摄）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一大队在
九江长江大桥及周边长虹北路、庐峰东路等
道路，对非法从事营运和违法载人的电动三
轮车、四轮车，三轮车违法改装、人货混装等
交通乱象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90 分钟
共查扣违法车辆 37 辆，全力营造安全、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当天 7 时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一
大队大队长陈健、副大队长李俊带领 30 余
名民警、辅警分成 7 个行动小组，分别在长
江大桥南端、下桥口、长虹北路等重点路段
路口对过往的非法载客电动三、四轮车进
行一一排查。检查中，民警发现大部分三、
四轮车都没有悬挂车牌，部分非法载客三
轮车疑似经过改装，使得原本载货的三轮
车摇身一变成了“出租车”。当民警要求驾
驶人出示证件时，驾驶人既没有驾驶证、行
驶证，也没有保险。其中一辆无牌三轮车
违法载客 5 人。

整治现场。
整治现场
。
当日集中统一行动，共查扣违法载人
三、四轮车 37 辆，劝导三、四轮车其他违法
行为 80 余起，极大地震慑了三、四轮车违法
载人行为。
“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违法行驶的

三、四轮车查处力度，严格做到逢车必查、逢
违必处，切实做到查处一起，处理一起，绝不
纵容，坚决依法取缔三、四轮车违法载人的
现象。”
陈健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无证牙科诊所暗藏服装店内
濂溪区卫计执法局依法取缔
本报讯（张玲娅）3 月 12 日下午，濂溪区
卫计执法局在辖区内取缔了一家无证牙科
诊所。
该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在南
湖小区南湖菜场一服装店内发现一名身穿

白大褂的女性，在该服装店内间发现一台牙
椅、口腔器械、牙模具等牙科诊疗物品。经
检查，该诊所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该
女子无执业医师证、现场无物品灭菌设施。
执法人员根据《执业医师法》对场所内物品

“捕鼠专家”
挨饿无力飞翔
经救治后放归大自然
本报讯（余祖德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3 月 13 日上午，湖口县野保站工作人员将
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雕鸮
在城郊鄱阳湖口国家森林公园放飞，让它
重返自然。
3 月 11 日下午，该县野保站工作人员
接到凰村乡西山村一名村民的电话，告知
他在湖口县公益林场长江分场邹家口绿
化山场造林时抓获一只大猫头鹰，工作人
员立即驱车前往并将此鸟带回。经专业
技术人员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雕鸮。经过仔细检查，雕鸮
生命体征正常，未受到任何伤害，可能因
食物不足饥饿无力，当时飞不起来。工作
人员及时用生理盐水和肉对其精心喂养，
待其体能恢复后，于 13 日上午将它放归
大自然。
据悉，雕鸮俗称大猫头鹰，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是中国鸮类中体形最大的一种稀
有鸟类，属夜行猛禽，肉食性动物，益鸟，以
各种鼠类为主要食物。据统计，一只成年
猫头鹰一年能吃掉 600 只以上田鼠，被誉
为
“捕鼠专家”。

轿车烧成了空壳
晾在小区变
“僵尸车”

立即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责令立即停止
非法诊疗活动，并依法给予取缔公告。目前
此案根据程序正在处理中。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就医应去正规
的医疗机构，千万别到无证
“黑诊所”
就诊。

受前期降雨影响造成减产

今年草莓比往年贵不少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刚/
摄）春暖花开，天气晴好，不仅市面上鲜美红
嫩的草莓吊人胃口，采摘草莓游也成为许多
市民踏青出行的首选。不过，受前期长期降
雨的影响，今年的草莓比往年要贵不少。
3 月 13 日 10 时许，浔阳晚报记者在濂
溪区莲花镇双塔村一个草莓基地看到，不少
市民正在采摘新鲜草莓，感受田园风光和收
获的乐趣。
“随着天气转暖，现在平均每天有
十几名游客来采摘。”草莓园种植户老胡说：
“最近几天，阳光充足，草莓也长得很快，而
且特别香甜。
”
3 月是吃草莓的季节，不过浔阳晚报记
者发现，今年的草莓比往年贵不少。老胡介
绍，刚上市时要 80 元/公斤，现在价格降了一
些，
小草莓 50元/公斤，
大草莓60 元/公斤。
今年草莓比往年贵？现在，不应是草莓
大量上市的季节吗？这和“太阳流浪”太久
有关。草莓是喜光照植物，不耐寒冷。在低
温阴雨的天气里，基本处于停止生长状态，

福 彩

唯有光温适宜的环境才有利于草莓生长。
老胡说，今年由于受连续降雨影响，草
莓长势不及去年，很多种植户都减产了，所
以价格比去年要高出 30%左右。
“12 月份草
莓刚刚上市，价格最高，越往后随着产量增
加，价格就会回落。往年的二三月份都是草
莓的销售高峰。往年草莓年后降价较大，可
是今年因天气原因草莓减产了，所以价格优
势并没有出来。”
那么，今年果农损失究竟有多大？
“目前
我们还没收回成本。”一家草莓基地的果农
付女士说，今年草莓产量与往年基本持平，
也不存在滞销问题，损失主要是烂掉了。
“因
为前期连续降雨，很多草莓还未成熟就烂在
田地里。”
付女士与朋友合伙种了 10 亩草莓，种
苗、人工、机械成本约 9 万多元，两人近日一
算总共才收回 4 万元。
“ 虽然，现在天气转
晴，每天都有游客来采摘草莓，但今年估计
是连成本也收不回了。
”付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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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毁的轿车。
被烧毁的轿车
。

一名果农正在销售草莓。
一名果农正在销售草莓
。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刚/
摄）3 月 13 日，市民赵先生向浔阳晚报记者
反映，他家住在濂溪区怡溪苑二期，一辆被
烧成空壳的车辆长期停在小区 3 栋的旁
边，散发着焦糊味，十分难闻。
13 日 9 时许，浔阳晚报记者在怡溪苑
二期 3 栋旁找到了被烧成空壳的车辆，发
现上面还有许多燃烧后的残留物，附近散
落大量的玻璃碎片以及汽车牌照，现场能
够闻到被烧毁车辆所散发出来的焦糊味。
据周边的路人介绍，这辆车的车主一
直没有现身，具体的燃烧原因是什么、事故
将怎么处理也还不清楚。
“这不仅影响了城
市的美观，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赵先生
希望，车主能尽快将车辆进行报废，不要影
响居民生活。

盛世开启 耀享生活
诚邀您在 3 月 16 日 9：30 参加广汽三菱九
江汇耀 4Ｓ旗舰店开业盛典，活动当天购全系
车享 24 期免息；厂家支持砸金蛋赢大奖;订车
额外赠送 1000 元油卡。开业回馈，保养畅享
四重礼，一重礼：进店免费 16 项检测;二重礼：
维修、保养享工时 7 折优惠（会员 6 折）;三重
礼：优惠套餐（购买任意系列套餐活动期间加
送价值 240 元的四轮定位一次）。
九江市汇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广
东汇星集团旗下的一家大型合资汽车品牌 4S
店——广汽三菱九江汇耀旗舰 4S 店，广汽三
菱九江地区独家总代理。总投资 3000 余万
元、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是江西省规模最大

的一家广汽三菱汽车 4S 店。
主营广汽三菱、进口三菱汽车，主要车型
有新欧蓝德、奕歌、劲炫、祺智、帕杰罗等。近
年来广汽三菱品牌销量呈几何式增长，2018 年
在逆势环境中依然保持同比 48%的增长速度，
连续月销破 10000 辆，广汽三菱车型销量一路
高歌猛进，备受汽车同行高度关注，本公司致
力成为广汽三菱全国优秀经销店，主店设在港
口汽车城，分店设在九江市国际汽车城。
广汽三菱九江汇耀 4Ｓ旗舰店
销售热线：0792-6951899
售后热线：0792-6951338
地址：
九江市柴桑区港口汽车城Ａ4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