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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马宁滁城际铁路又有新进展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继上月初宁扬、
宁滁、
宁马3条城际轨道项目
先后公布环评公示后，
就在上周末，
宁马、
宁滁
两条线路又有新进展传来。根据南京地铁公
布的最新信息，
两条城际轨道项目在同一天分
别发布了宁马城际南京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宁滁城际南京段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且两条线路均
明确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轨道交通项目。
根据公布的信息内容显示，
长江三角洲

关注 3·15

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南京今天有这些活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
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省
市区消协组织围绕中消协“守护安全，畅
通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组织筹备了系
列宣传、
教育和服务类活动。
3 月 15 日上午，
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
消保委将在龙江大厦四楼会议室举行3·15
直播及新闻发布活动。同时，
将举行3场专
题发布活动，
发布“两反两保”
行动相关情
况、
2020 年度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
产执法情况暨典型案例和 2020 年十大消
费维权典型案例，并举办全省线下无理由
退货论坛。
3 月 15 日当天 10 点整，南京市消协
将通过全市近百个户外大屏和数百个室
内播放屏，共同播放“凝聚你我力量，守护
消费安全”3·15 公益宣传片。与此同时，
南京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
动暨玄武区“网络消费节”
也将同步启动。
各区消协在3·15期间，
也在辖区范围
内，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服务和教育活动。

都市圈轨道交通项目南京至马鞍山城际铁
路（南京段）一期工程起于南京市雨花台区
西善桥站，止于江苏省与安徽省界。全线
共设 8 座车站（换乘站 3 座），
分别为西善桥
站、
板桥北站、
板桥站、
绿洲南路站、
板桥南
站、
江宁站、
翔凤路站、
铜井站。据悉，由于
受到宁芜铁路建设影响，宁马城际南京段
将分为两段建设，除一期工程的 8 座车站
外，二期工程将从西善桥站延伸至中华门
站，共设 4 座车站，线路长 11.2 公里，站

点分别为西善桥站、油坊桥站、小行站、凤
台南路站、
中华门站。
宁滁城际南京段的二次环评公示显示
该项目计划今年开工。宁滁城际线路起于
江苏省与安徽省界滁河中心，
沿黑扎营路走
行，
下穿宁连高速、
宁启铁路及朱家山河后，
至终点南京北站。设计速度目标值为
120km/h。考虑到该项目的滁州段计划明
年下半年建成，
将成为南京都市圈城际轨道
项目中最先通车的一段。

听抗美援朝老战士的
浴血经历

告别晴好周末 迎来伴雨的一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从上周五下午开始，连续两天的晴好不
仅让全省多地温度迅速攀升至 20℃以
上，更成就了情侣园、
玄武湖等打卡地的
游人如织。为什么总说春日晴好且享且
珍惜，
那是因为春季雨水时不时会光临，
就像本周，
大家又将在雨水返场中度过。
数九寒天已经在上周正式结束了。
随着数九的结束，
今年的相关数据也新鲜
出炉。根据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解读，
刚刚
过去的冬天极端冷暖事件频发，
气温起伏
也十分显著，
而且二九冷过常年三九四九，
其余整体都是偏暖。据悉，
一般而言，
冬季
最冷的时间段集中在三九四九，
而今年一
九尾声和二九很冷，
反倒是进入四九后便
开始提前暖，
并持续偏暖。这也是 2 月份
气温被频繁干到20℃以上的直接体现。

在享受完风和日丽的周末后，本周
又将以雨水返场开始。根据南京气象台
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昨天夜里就晴转
多云，今天则阴转雨，雨量为小雨到中
雨，偏南风 3 级左右。而来自省气象台
的预报则显示，本周一周的时间都可能
在雨中度过。直到 20 日当天下午迎来
多云转阴的天气。另一方面，本周我省
将有两次冷空气影响，
15 日夜里-16 日，
受其影响沿淮和淮北地区最低气温下降
4℃～6℃，
其中 17 日早晨淮北地区最低
气温 1℃左右，
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
需关注霜冻天气；
冷空气影响期间，
我省
将伴有陆上 5～7 级、江河湖海面 6～8
级的偏北大风。另外，20 日又将有一次
西路冷空气影响 ，将出现大风降温天
气。21 日将再次迎来晴好天气。

南林樱花节上快闪《少年》亮相

雨花台检察院适时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毒杀犬只卖毒狗肉
获刑还要付赔偿金
晨报讯（通讯员 顾烨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冒群）近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检
察院办理的汪某某等 10 名被告人毒杀犬
只售卖毒狗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公
开宣判，
汪某甲被以犯非法买卖、
储存危险
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汪某乙等9人分
别以犯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八个月不等，
法院判
令10人支付销售价款的十倍赔偿金共计约
9万元，
并在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经依法审理查明：2019 年 10 月，被
告人汪某甲在不具有买卖剧毒化学品的
资格和条件的情况下购买氰化钠，制作毒
饵 ，用 于 毒 狗 牟 利 。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1 月间，汪某甲、
汪某乙等 5 名被
告人以牟利为目的，
单独或分别结伙，
在江
苏省南京市及安徽省马鞍山市、
当涂县等
地，
多次使用以氰化钠制成的诱饵毒杀狗，
并将被毒死的狗销售给华某某等 5 名被告
人。华某某等人明知汪某甲等人所销售的
狗系使用以氰化钠制成的诱饵非法毒杀的
情况下，仍予以收购并对被毒死的狗进行
扒皮、
清洗、
屠宰分割等再加工后，向周边
的饭店及散客进行出售，
供消费者食用。
在审查批准逮捕的同时，南京市雨花
台区检察院适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确定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适用《食
品安全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惩罚性赔偿标准计算，并结合警示教育、
赔礼道歉等多样化形式进行追责，该方案
被法院全部采纳。

湖南路街道：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王
晶卉 刘静 摄影报道）为了让广大市民
一饱樱花眼福，
南林大昨天特别举办“春
林初盛、礼赞百年#2021 校园云赏春”
直播活动，除了云赏花，还安排了演奏、
快闪、讲座、美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线
上线下一同分享樱花节的美好。
记者在现场看到，南林的樱花已进
入最美的盛放期，
花枝们舒展生姿，
花朵
们肆意开放。图书馆前，
大道两侧，
云霞

缥缈，
繁花入眼，
醉了游人。
在赏花之余，还有美妙的音乐歌舞
相伴。最惊艳的还是经济管理学院师生
带来的快闪：
南林版《少年》。
南林大的直播共分为 3 场，除了赏
花，还带领观众游园识树，了解南林校
史。观众们还可以在线观赏南林大学生
手绘樱花、
制作樱花标本、
樱花皂等。而
在校的大学生更有口福，还能品尝到樱
花蛋糕等美食。

二月二龙抬头 观古礼尝龙须面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静)昨
天，大报恩寺遗址景区为游客们打造了
“挺时尚的龙抬头”
主题活动。
大报恩寺遗址景区还原古代礼仪，在
主礼人的带领下，
游客们一起通过初献、
终
献、
荐福等环节，
感受传统礼仪文化。大报
恩寺遗址景区还与南京云锦为游客们打造
了一场云锦华服秀。在中国传统习俗里，
孩子们会在龙抬头举行“开笔礼”，
俗称“破
蒙”
。活动现场，
小朋友在主持人的带领下
穿戴好“国学服”，
共同体验开笔礼。
龙抬头当天，
景区还推出了“龙须面”
，
游客们纷纷品尝，
寓意一年好彩头。

开笔礼。

景区供图

近日，在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
紫峰·红融党群服务中心，一场令人动容
的党史宣讲正在进行，这也是湖南路街
道党史宣讲进社区、进楼宇、进企业、进
军营、
进学校、
进家庭的“六进”系列活动
之一。当天，来自紫峰楼宇综合党支部
的党员以及紫峰大厦部分企业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代表近三十人聆听宣讲。
今年 88 岁的张兰生，不满 18 岁就
投笔从戎，作为 60 军的文艺兵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战斗了两年零四
个月。1953 年 7 月，他在金城反击战前
夕按下血手印，随后奔赴前线。这次战
斗，张兰生不幸身负重伤，至今两肺之间
还有两块没有取出来的美军弹片。
回忆起负伤的经历，老党员张兰生
说：
“记得部队抵达战场的那天下着滂沱
大雨，而天上的炮弹不断呼啸而过，枪
炮声震耳欲聋。等我们过了北韩江，发
现漫山遍野都是志愿军战士或是美军
的尸体，战斗异常惨烈。后来，我站在
一辆美军汽车上，打竹板给战士们鼓舞，
没想到一枚炸弹飞过来，人就立即昏死
了过去。
”
张兰生老人讲到这里，神情动容、
一
度哽咽，现场更是一片静寂，大家深受感
动。张兰生说：
“ 朝鲜战争是一段‘钢铁
少但气血足’的抗战岁月，条件非常艰
苦。到了冬天，战士们经常是一把炒面
和着一把雪充饥，却能在枪鸣弹响的伴
奏下，
昂然高唱，
甚至私底下还有
‘歼敌大
竞赛’
，
这是一种保家卫国、
不怕牺牲的大
无畏精神！
”
而彼时的张兰生，
从按下血手印请命
奔赴朝鲜战场，
到再按下血手印请求冲到
前线，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心中只
有祖国和人民。
听完这堂生动的党史宣讲，28 岁的
紫峰楼宇综合党支部党员、海思科医药
集团员工孙浩说：
“以前只是在书本里看
到过这段历史，今天听了张兰生老人的
亲身讲述，更能深刻体会到革命先烈付
出的巨大牺牲。我觉得，年轻党员要认
真学习党史，
牢记入党初心，
担当起时代使
命。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
”
当天，
张兰生还在紫峰楼宇综合党支
部书记衡志红的陪同下，
来到南京绿地科
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与这里的党员
进行了交流。听了张兰生的事迹后，
科瑞
物业区域经理殷绍国和管理处经理乐雅婷
说：
“在战场上，
张兰生老人用不怕苦、
不怕
死的精神奋勇抗战；
现在，我们也要用不
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贡
献力量。
”
湖南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学春表
示，街道将扎实推进党史宣讲“六进”系
列活动，把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
局贯穿始终，切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
刻铭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共
产党人为国为民的精神，筑牢信仰之基，
埋头实干，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通讯员 李双双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