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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眼

一手拿小碗，敲一敲车窗玻璃，拿着装有硬币的碗上下摇晃，嘴里还念念有词。 近期，在江都城区部分红
绿灯路口，一些车主都碰到了这样穿梭在车流中的乞讨者，不禁为其捏了一把汗。 随着春节临近，外出的人们
陆续返乡，这些外乡人站在十字路口向停车等绿灯的司机伸手讨钱，是真的生活困难，还是以此谋生？ 记者进
行了调查。
通讯员 王婷 江娇 记者 徐蕊

乞讨者穿梭在红绿灯路口，让人捏把汗
交巡警：在车流中穿行，容易出交通事故
救助站：多为职业乞讨者，不愿接受救助
红灯一亮，车一停，乞讨者便向司机讨钱
种现象以前在江都城区并不多见，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左右，在江都区城 可最近突然多了起来， 这些乞讨人
区龙川桥北岗红绿灯路口，红灯亮起时，突然 员都操外地口音，有男有女，年龄有
有一名中年女子带着一个小孩走到车道中 大有小，大多还带着小孩，专门在城
间， 对停着等候绿灯的车辆依次不停地敲打 区有红绿灯路口机动车辆等绿灯的
车辆的车窗玻璃，当驾驶人将玻璃打开后，两 过程中，向驾驶员行乞，车来车往，
人便立即伸手讨钱。 两人的举动被正在路口 这些乞讨人员在路口串来串去，十
执勤的交警发现后，立即上前予以制止，并将 分危险。 交警见了，只有将他们劝阻
两人带至路边。
到路边，并告知他们如果有困难，可
据分析， 乞讨者将行乞地点一般选在设 以帮助他们与救助站联系， 可这些
有红绿灯的路口， 只要车辆一遇到红灯停下 人离开了这个路口， 又会到另一个
来，便上前专挑坐在驾驶位的私家车主乞讨， 有红绿灯的路口继续乞讨， 跟交警
不停地在车流中穿梭。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交 打起了游击，真让人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通信号灯转成红色，汽车停在路口时，这名中
说起十字路口的乞讨者， 司机唐师傅无
年妇女便与小孩飞快地走到车辆前车窗旁 奈地摇着头，感叹道：为讨几个钱，在马路上
边，用手敲敲车窗玻璃，然后摇动着手中的塑 “奋不顾身”，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一名出租车
料杯，嘴里在说些“老板行行好，给点钱”之类 司机同时向记者介绍，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
的话。 从斑马线前停下的第一辆车沿着车龙 然出现这么一批马路乞讨者， 可能是将近年
一路乞讨，有的车主佯装没看到，有的车主挥 底的缘故吧，实在是既妨碍交通又影响市容，
挥手让其离开，但也有好多车主摇下了车窗， 还容易出交通事故， 对于这一类的乞讨行为
往她杯子里放了硬币或零钱。 当红灯变成了 一定要治理。 他说自己曾在外地也遇到这种
绿灯，等候的车辆纷纷启动往前行驶，可乞讨 情况， 他的经验是， 如果不加理会这些人的
者却仍站在车行道的中间， 趁后面车辆尚未 话，他们会不停地敲打车窗玻璃，有时嫌烦，
启动， 或驶近的车辆减速的时候上前继续乞 会给点钱了事。 所以，每次红灯亮时，乞讨者
讨。
就跑过来，这时驾驶员就要非常谨慎，生怕把
乞讨者与交警打起了“游击”
人撞了。
据交巡警城区一中队中队长王毅介绍，这 多为职业乞讨者，不愿接受救助

江都交警部门向社会呼吁， 如果有困难
需要帮助，可以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求助，也
可以求助媒体帮忙，千万不要上路乞讨，这样
很危险，丢了性命得不偿失。 同时，也希望此
现象引起相关部门注意， 共同妥善解决好问
题。
昨日， 记者联系到扬州市江都区救助管
理站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根据相关规定，
他们的救助工作必须遵循“自愿求助、无偿救
助”的原则，不能强迫。 对于这些街头乞讨者，
如果对方接受救助， 他们会为其提供基本生
活保障，如经核实确为家庭困难的乞讨人员，
会为其买返乡车票。 但据他们了解，这些人多
为具备生活能力的“职业乞讨者”，即使春节
也不回家，更不愿接受救助。

消协：根据有关规定，换货后三包期自换货之日重新计算
是非常高的，不利于经营。
“保修期可以这样计算吗？ ”对经销商的
说法黄先生表示不能接受， 他认为电瓶保修
期应该从更换新电瓶以后计算。“如果换过的
电瓶没用多久后又坏了，正好过了三包期，那
我岂不是又要重新掏钱买电瓶？ ”
消协工作人员告诉黄先生，按照《消法》
和 2005 年出台的《扬州市电动自行车消费争
议解决试行办法》规定，整车及充电器换货后
的三包有效期限字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销
售者需在发票背面加盖更换章， 并提供新的

时报讯 （通讯员 徐瑞宏 记者 周志宏 ）
郭村镇整治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省、
市验收。
郭村镇是全省唯一移址新建镇，周楼村为新建
郭村镇集镇所在地，从年初开始，该镇即立足高起
点，科学细谋划，认真抓实施，把村庄环境整治列为
新农村建设、 提升老百姓幸福生活指数的重要内
容，切实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二次革命”，将
全村每一个角落都彻底地整治一遍，不留死角。 今
年 3 月，已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在此基础上，该村积
极向上级争取，将常舍整洁点提升为二星级村庄环
境整洁点的创建。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
通过扬州市验收。 该村党总支书记王红军告诉记
者， 常舍整洁点随时准备迎接省级的检查验收，现
在全村的环境整治工作已经实现良性循环。

交警查纠违法抓获网上逃犯

换了新电瓶，三包期不重新计算？
时报讯 （通讯员 张睿哲 李敏）
日前，江都消协开发区分会接到投诉，消
费者黄先生今上半年在城区某电动车店花
180 元购买了电动车电瓶，出现了充不了电的
问题，去店里调换了新的电瓶，商家却不肯将
三包期限重新计算。
黄先生购买的这个电瓶尚在三包期内，
经销商给黄先生换过电瓶后告诉他换过的电
瓶保修期要从购买电动车之日算起， 并称电
动车电瓶不重新计算保修期是其电动车行业
内的规定，况且电瓶换了就循环保修，成本也

郭村环境整治良性循环

三包凭证或在三包凭证背面加盖更换章。
经过协调， 经销商同意为黄先生调换的
电池重新计算三包期， 并主动电话联系黄先
生到店里解决问题。 黄先生对调解结果满意。
江都消协提醒广大电动车消费者： 购买
电动车及其电瓶，要记得索要发票、保修卡、
三包凭证等购车凭证， 每次维修或换货时也
要做好记录， 换货要索取新的加盖公章的三
包凭证，注明换货日期。 更换过的电瓶是重新
计算三包期的，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问题，可
以及时向消费者协会或工商部门反映情况。

时报讯 （通讯员 李庆 江娇 记者 徐蕊）
12 月 10 日， 真武交巡警中队在辖区道路上
开展货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时，有
“意外收获”： 抓获因涉嫌故意伤害案已被公安机
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的彭某某。
当日上午 10 时，真武交巡警中队民警在辖区
205 县道真武高速出口处附近， 对一辆有交通违
法行为的江西号牌重型半挂车驾驶人彭某某信息
进行网上核实比对时， 发现该车驾驶人彭某某在
今年 8 月在安徽老家因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矛盾，
将邻居打伤后逃跑， 已于今年 9 月 5 日被当地警
方列为网上逃犯。 执勤交警立即将其控制，移交当
地派出所处理。

航道站深入基层宣传法规
时报讯 （通讯员 殷长松 程志田 记者 江舟）
近日，江都航道管理站组织开展了以“法治航
道、和谐航道”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日活动。
活动中，该站干部职工深入社区、码头、造船
厂等一线，向船民和居民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
并与社区联系，对居民进行以点带面宣传。
活动当天，共走访社区、造船厂 4 家，接待法
制宣传对象 26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00 多份。

交通局合理核算工程账务
时报讯 （通讯员 丁文雯）
今年以来， 江都交通局在原有账务核算的基
础上加强了项目管理，按照各个工程项目核算，进
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 同时对不同融资方式的
资金，严格按照会计科目要求归类核算，为及时提
供会计信息打下基础。
在此基础上，该局还积极配合各项审计，先后
接受了省、市检查组对江六高速、江海高速、宁启
铁路复线等工程项目的审计。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不断完善手续，规范流程，为交通工程建设有
序进行提供保障。

增强
“
三个自信”，胜利到达圆梦的彼岸
自信，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在；自信，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毛泽东同志
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
里。 ”这就是对自信力量的形象化的评述。
当前，我们的党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自身力
量的强大。 这种强大，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
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且不说
“
神九”升空和
“
蛟
龙”入海，就看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我们都会感到自信和骄
傲。
要让群众树立自信，必须用摆事实讲道

讲道理， 列举了党和政府对反腐败保持高压
态势的事实：仅 2011 年，全国就立案查处了
腐败案 27 万件，处分了 28 万人。 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
老虎苍蝇
都要打”，截至今年 7 月，就有 8 名副部级高
官落马；上半年共有 250 名处级以上干部被
查处。 此外，查处涉案人员有 8000 余人。 与
此同时, 党和政府还在不断健全完善各项防
腐惩腐的制度和措施。 最终，大家得出结论：
随着惩腐体系的不断完善， 相信我们党的一
定会筑起一道反腐倡廉的铁壁铜墙。 从而，
也坚定了对反腐的信心。

理的方法，让人从明理中自信

记得有一次， 我和员工们讨论起关于东
西方社会制度谁优谁劣的问题。 最终，我们
得出一个共同结论：那就是一个国家制度的
优劣，本国人民自有感受；一个国家，究竟实
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
民来选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个人
穿什么样的鞋最合适，只有由自己的脚来选
择一样。
再如，还有一次在我和同志们的讨论中，
有不少人认为
“
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已经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后来，大家通过摆事实

要让群众树立自信，必须敢于面对群众
讲真话，敢于暴露真相，正视问题是自信的表
现

而现在有的人却与上述要求相反， 怕讲
真话，怕暴露真相，仿佛讲了真话，暴露了真
相， 天就会塌下来一样。 这是某些干部身上
不自信的表现。 为了解决这种不自信的片面
认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党中央敢
于在媒体上暴露各种天灾人祸的现场； 以及
西部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在生活上
存在的诸多问题， 用来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
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这正是力量的表现，是

自信的最好说明。 通过这样的教育， 让社区
干部拿出勇气承认自己工作中在某些方面存
在的不足，从而，自信自强起来，面对社区工
作的难题，做到不回避、不退缩，并以积极姿
态，迎难而上，从而，创造出社区的多项优秀。
要让群众树立自信， 必须善于 培 养 、树
立身边的自信典型，做到好梦共圆

加强学习，是增强自信的基础。我们要注
意经常性的学习，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学习党
的方针政策。 当前， 尤其要注重学习党的十
八大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一系列理论
知识；同时，要注意培养和树立自信的典型。
近年来， 我们城建系统和本单位充分利用各
种平台，如新闻报道、道德讲堂、报告会、展览
等，广泛对群众进行自信教育，从而，培养和
树立了一批自信自强的典型。 而一个个典型
的事迹，就像一盏盏明灯，既照亮了自己的追
梦路，也照亮了他人的追梦路。
自信， 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和可贵的
进取精神；自信，是实现梦想的基础；自信，是
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恒力。 在今后的思想政
治教育中，我们要更地高扬起“三个自信”的
风帆，胜利到达中华圆梦的彼岸。
江都区招投标办 陈修荣

江都分类信息
●遗失丁桂凤江都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世
纪花园夏竹坊 52 幢 601 预售房款发票， 票号：
01237032，金额：748490 元，声明作废。
●遗失李家华
（
321088691129346）2000 年 8 月
8 日购买的淮江股票，票号：58854，金额：500 元，
声明作废。
●遗失扬州市四方物资回收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21088755057152，声明作废。
●遗失王海燕
（
321088711020632）1999 年 7 月
28 日购买的淮江股票， 票号：6621， 金额：15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王海燕
（
321088711020632）2000 年 8 月
4 日购买的淮江股票，票号：36561，金额：400 元，
声明作废。
扬州民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方委托， 我公司将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 下 午 14：00
举行废旧物资拍卖会 （拍卖地点
另行通知）。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废旧物资一
批（详 见 清 单）
二、展示时间、地点：展示时
间 为 2013 年 12 月 17 日 至 18
日，展示地点为标的物所在地。
三、报名登记：有意者请凭有

效 证 件 及 身 份 证 件 和 保 证 金 20
万元（不计利息）， 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 上 午 11：
00 前到本公司 （龙川广场北大门
对面， 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底
层大厅西侧）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四 、 咨 询 电 话 ： 86980000
18014058999
扬州民生拍卖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12 日

天堂公墓
论风水这边独好 择宝地天堂最佳
人生后花园 首选天堂公墓
顶尖的设计 优雅的环境 一流的管理
地 址 ：江 都 砖 桥 中 学 向 南 900 米
服 务 热 线 ： 8530666613905250088
本公墓提供免费专车接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