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集“小运河”
将重现碧水绿岸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近日, 贯穿杭集镇南北的小运
河清淤驳岸工作正在进行，预
计春节前可基本完成， 届时河
道将重现昔日碧水绿岸景观。

2007年底， 杭集镇开展黑
臭河道专项整治行动， 涉及该
镇域范围内共有16条河道。这
些河道长度不一、区位不同，造
成污染、淤塞的原因各异，结合
生态科技新城总体规划的要求
与定位， 各河道未来所承担的
职能作用也有所不同。 为了更
好地、 实际有效率地完成河道
整治工作， 该镇将计划在列的
16条河道按照水源、 区位分成
三大水系， 小运河及其支流水
系整治就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两岸工业、
生活和餐饮污水直接排入，河
道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影响
了集镇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目
前正在进行的小运河整治工程
北起四通路，南到琼花路，主要
整治内容为：河道沿线1.8公里
清淤疏浚、新建驳岸1131米，新
建框式挡墙驳岸490米，新建连
锁块护坡2081米。目前，小运河
干河及严桥河、 刘庄河这两条
支河的整治已全面启动， 正在
实施水利工程。除了通过清淤、
截污的方式改善水质外， 小运
河沿岸的景观也将进行打造，
在原地沿河打造风光带， 栽植
绿化，设置街头小品，目前方案
还在进一步优化中。

错峰宣传、志愿者
上门讲解，社区人员带
头签订承诺书……在开
发区，禁放工作全面开展
并取得实效，不仅群众纷
纷支持，烟花爆竹零售店
也支持禁放工作。截至昨
天下午，已有14家烟花爆
竹经营户上交了经营许
可证，不再从事烟花爆
竹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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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 我市明确安监部门在
禁放区内不再新批准设立烟花爆
竹零售经营店； 对于禁放区内已
经存在的烟花爆竹零售店， 期限
届满不再重新核发烟花爆竹零售
经营许可证。

“社区人员带头禁放， 大家
都表示支持 ， 我们也要行动起
来。” 扬子津街道桃园社区一爆竹
店负责人李爱国说，虽然经营权明
年才到期，但在得知禁放政策后 ，
他就和家人商量准备尽早转向
经营。

目前，开发区已有14家烟花爆
竹经营户上交了经营许可证，不再
从事烟花爆竹销售业务。

目前， 全市也正全面开展禁
放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的安
全生产执法检查。 在监督检查过
程中发现违法行为， 不符合安全
条件的零售经营店，将依法查处，
直至采取责令停业整顿、 暂扣或
吊销零售经营许可证、 关闭等行
政措施。也就是说，达不到安全条
件的零售店， 不一定等到许可证
期满，即可依法关闭。

守禁放规定
保城市安宁

社区工作人员带头承诺禁放，禁放工作得到响应———

支持禁放 14家爆竹店放弃经营权

在文汇街道，街道机关、社区
共115名工作人员带头承诺，签订
《烟花爆竹禁放承诺书》， 为辖区

企事业单位、 工商业主树立带头
作用。

工作中，针对辖区内流动人

口较多，且白天需要上班的特点，
扬子津派出所采取错峰工作制 ，
组织社区民警在晚间入户调查时
展开禁放宣传活动， 广大居民纷
纷表示支持， 认为禁放工作是有
利于生态，有利于百姓的好事。文
汇派出所则通过白天在人流量集
中区域设置宣传台， 晚上下班时
间在小区内通过手持喇叭喊话进

行宣传。 宝带社区针对区域内商
户、路边店较多的特点，组织工作
人员逐户上门宣传， 并与业主签
订承诺书。

与此同时，文汇街道还在辖区
组建了一支50名社区志愿者参加
的社区宣传队。截至目前，街道已
在辖区内悬挂禁放宣传横幅标语
140余幅，禁放氛围浓厚。

举措 社区工作人员带头签订禁放承诺

点赞 14家爆竹零售店放弃经营权

市民荣女士投诉，几年前，她在西区
一家休闲中心办理了预付卡， 该休闲中
心后期连续多次变更经营主体。 每次变
更， 自己都需要与新开业的工作人员交
涉，才能折价继续使用原有的预付卡；最
后一次变更，与工作人员多次交涉，也没
有得到满意答复。最终消协介入后，通过
多次沟通， 新的店家同意荣女士继续使
用预付卡。

基于目前我国对预付卡消费管理仍
存在薄弱环节，消费者在选择这一消费形
式时头脑要清楚， 不要轻信各种促销手
段，被热情的服务弄晕了头。要明确自己
消费目的， 了解清楚价格和收费规则等，
想清楚后再做决定。在遇到需要办理预付
卡的时候更要谨慎，事先了解清楚售卡店
的信誉口碑及办卡用卡规则后再做决定，
切忌冲动消费。

《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发布，老年保健品投诉居榜首

花数十万 退休教师买保健品
靠捡垃圾 勉强维持晚年生活

扬州一位81岁的退休教师，花
数十万买保健品，还欠了债，如今只
能靠捡垃圾维持生活。近日，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布《2017年十大消费维
权舆情热点》，老年保健品、校园贷、
共享单车排名前三。扬州消费者投
诉热点、维权舆情热点有哪些？本报
通过扬州案例，为你解读如何维权。

今年81岁的胡老太是位退休教师，每
个月的退休工资有三千块钱， 但现在只能
靠拾荒来维持生活。 胡老太的家里有数十
种保健品，日常吃的包括玛咖、胡萝卜素软
胶囊、燕窝含片、虫草等，林林总总算下来，
得有十二种， 有的药丸一顿至少要吃二十
颗。家里铺天盖地是各种瓶瓶罐罐，让人进
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原来，胡老太因为保健品买多了，前后
还认了四个推销员“干儿子”，不停地往胡
老太家里搬送保健品、保健器材。胡老太前
后花了几十万还欠了债， 身无分文的她只
能靠捡垃圾卖钱贴补生活。

邗江区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保健品
市场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高发区，“老年人
盲目购买产品”“虚假广告营销”“产品质量
不过关”等负面新闻曝光层出不穷。一些兜
售假保健品的商家， 利用老人追求健康长
寿的心理实施针对性的诈骗， 让老年人防
不胜防。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慎重，不要被
“奇人”、“奇效”忽悠。如果身体确有疾病，
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品，不
可将治疗的希望寄托在保健品上， 给不法
分子行骗机会。

在我市一家外企就职的陶女士曾反
映， 她在两天内分别在不同外卖平台上
点了糖醋排骨便当，吃完都拉肚子。她再
次点开曾经下单的店， 却发现店铺名字
虽然不同，但地址一致。据调查，确实有
店面在不同的平台上注册名称不同，如
有的叫“黄焖鸡米饭 ”，有的叫 “沙县小
吃”。

还有一些外卖商家无证经营或公示
证照过期。2017年11月中旬，记者在饿了

么网上订餐平台发现， 位于江阳西路尚
锦汇商业广场的顺顺小吃店， 在饿了么
平台上做 “沙县小吃 （黄焖鸡米饭）”外
卖， 其公示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11月2日，已经过期。

邗江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监管的
人员表示，从餐厅厨房到顾客餐桌，是最
为重要的配送一“环”。期待在相关法律法
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监管部门能建立
协调机制，提升监管成效。

案例 181岁老太花数十万
购买保健品

案例 2 外卖商家也玩“狡兔三窟”

案例 3 美容美发洗浴类预付卡纠纷占比大

通讯员 邗市管 唐甜 本报记者 赵天

日前，江都警方对外发布消息：
2017年12月11日晚上， 在江都区仙
女镇一村组道路上， 一男子骑电动
自行车撞死一老太后现场逃逸。警
方通过有关线索一路追踪，终于在1
月8日中午将肇事者焦某抓获。

事发时，87岁的顾老太在家门
口散步时， 被一辆由西向东路过的
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 顾老太家人
闻讯后立即出门查看， 老太当时虽
没有明显外伤，但头有点疼痛，并且
需要家人搀扶才能站稳。 考虑到老
太年龄较大，为防止出现意外，顾老
太家人与骑车男子商量， 希望男子
能和他们一起带老太到医院检查一
下。

让其家人想不到的是， 男子此
时却乘其家人不备， 骑车逃离了现
场，家人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救护
车。现场调查中，民警得知，肇事车
是一辆黑色踏板电动自行车， 骑车
的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 现场留下
肇事男子的一只皮手套和一个保温
杯杯盖。

三日后，医院传来消息，老太因
颅脑出血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破案
在即，民警认为事发地在村组路段，
地形复杂，加上天色已晚，不熟悉此
路况的人从此经过概率不大， 此人
应是下班途中。既然是在下班途中，
行车路线肯定有规律， 通过对监控
查看向前延伸， 最后发现肇事嫌疑
车辆行踪都是在文昌东路上某大卖
场附近一监控点出现。

是不是就在这家卖场或附近工
作， 民警做出大胆猜想。1月8日上
午， 警方组织多名民警对这家大卖
场停车场及附近小区的停放车辆进
行查看， 终于在卖场停车场内发现
一辆外形相似电动自行车， 提取车
辆相关证据比对， 确认此车就是肇
事车。随即，民警找到了车主焦某。
面对突然找来的民警， 焦某承认了
当日晚上驾驶电动车撞人逃逸的事
实。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
中。 邵家宏 胡阳 玉峰

骑车男子撞老太后逃逸

警方智破
肇事逃逸案

“博爱1+1好人传温暖”
活动启动

让困难群体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暖流

市红十字会、扬州日报、扬州发布联合打造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作
为2018年度全市红十字会 “博
爱送万家”活动的重要项目，从
1月12日起， 由市红十字会、扬
州日报、 扬州发布联合推行的
“博爱1+1 好人传温暖” 活动
正式启动，将精心打造“温暖品
牌”，传播“人道 博爱 奉献”的
精神。在春节前，将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传递到每个角落， 送到
每个需要的人的心坎里， 让困
难群体共享高质量生活。

从1月12日到1月19日为推
荐阶段，由“扬州好人”、志愿组
织各自推荐1-2个需要帮扶特
困人员（姓名、年龄、困难情况、

联系方式、 注明好人或志愿者
团队及联系方式）， 发至信箱：
717806756@qq.com。 最后 ，由
市红十字会 、扬州日报 、扬州
发布共同遴选出20名最需要
帮助的对象。从1月28日至2月
10日将分别组织上门慰问，除
了扬州好人、 志愿者参与外，
此次将发动社会共同参与，如
果您愿意参加此次 “爱心之
旅”， 给困难群体传递温暖，可
以拨打扬州日报热线电话 ：
18952781619。

今后， 还将定期举行志愿
服务等多种活动， 让困难群体
共同沐浴爱的阳光。

扬州有了集中供热校园
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正式供暖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近日 ，一场大雪降落后 ，我市
进入冰冻天气，最低气温降至
零下8度左右。 记者昨天采访
时了解到 ， 对我市梅岭小学
花都汇校区的学生来说 ，这
个冬天他们却倍感温暖 。因
为该校已于近日正式启动集
中供热，成为我市首个集中供
热的校园。

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占地
面积100亩，总投资3.6亿元，是

去年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学
校， 学校办学规模72个班，可
容纳学生3200人 ， 建有教学
楼 、图书馆 、学生餐厅 、报告
厅 、温水游泳馆 ，室内体育馆
等 。由于在建设过程中 ，这里
预留了供热设施，从而为集中
供热提供了条件。

近日，扬州市供热公司的
工作人员冒着严寒 ， 全力施
工，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于近
日正式启动集中供热。

-7℃！气温进入新低谷
明天白天开始回升 后天最高温可达12℃

本报讯

（ 记 者 丁

云） 这两天
气温低 ，但
幸 好 有 蓝
天 、阳光相
伴 。受冷空

气补充影响， 气温还将下降，
将出现今冬以来的新低谷，预
计今天最低气温仅-7℃，有严
重冰冻 。从明天白天起 ，气温
将开始回升，预计后天最高气
温将达到12℃。不过，早晚气温
仍然较低，请注意保暖。

据昨天下午 4时 ，市气象
台发布的低温报告和天气预
报 ，今 天 晴 到 少云 ，西北 到
北风4级左右 ，早晨最低气温:
-6℃到-7℃，有严重冰冻，白天
最高气温 :3℃到4℃。 明天晴
转多云 ，早晨最低气温 : -5℃
到-6℃，有严重冰冻 ，白天最
高气温 :8℃到9℃。 后天多云，
早晨最低气温 :0℃左右， 白天
最高气温:11℃到12℃。

从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
分析 ，15日多云转阴 ，16日阴
有小雨。

船员凌晨病急求助
船闸职工自驾送医

本报讯 （潘莉） 昨天凌晨
2点半左右，施桥船闸上游远调
站房突然来了两个人， 满脸焦
急神情， 一人手中还抱着裹着
被子的小孩。 正值大夜班的登
记售票员柏霞赶紧上前询问，
原来是江韵6666船家的小孩突
然上吐下泻，急需去医院，可是
打不到车，不知如何是好。柏霞
意识到情况严重， 立刻向值班
所长汇报， 并主动开私家车送

他们去医院。
考虑到孩子太小又病情

不明，同样作为母亲的柏霞建
议他们去大医院就医，随即迅
速驱车带他们前往扬州市人
民医院 ，为孩子挂急诊 。经医
生诊治， 孩子为食物中毒，就
医及时避免了病情加剧。船员
夫妇向柏霞一再致谢，硬要塞
100元钱给她当车费， 柏霞婉
言拒绝。

资料图片

日前，双桥街道邀请社区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开展“拒绝烟花爆竹、
共享美丽蓝天”主题宣传活动。 董辉 徐永骏 雅君 摄

丁云观天

”

（上接1版 ） 也抓后面的 “保护
伞”。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
协作， 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
慑。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
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
输送链条，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 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
机制。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忠
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
于担当，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
答卷。 纪检机关必须坚守职责定

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
责。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
律己。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
提高自身免疫力。 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
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惩恶扬
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1月11日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
11日下午赵乐际代表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题为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
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的工作报告。

（上接1版）才取得了一系列发展
的成果。

“这几年，步入‘中高速、优
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
我市进一步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转
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增强
发展稳定性和协调性上来， 把重
大项目建设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
量和效益上来， 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转型发展成绩喜人。”市重
大办相关负责人说， 从工业重大
项目到服务业重大项目， 从单体
项目到项目集群， 从产业基地到
现代产业集聚区， 一个个重大项
目，正在持续释放“龙头效应”“集
群效应”，既有力拉动着扬州经济
总量扩张， 又推动着经济转型升

级、凤凰涅槃。举一个例子：亚普
汽车油箱，20年前扬州一家生产
保温桶外壳的集体企业， 转产汽
车油箱后始终紧跟国际汽车巨头
的产品研发步伐，专业化生产、国
际化布局， 如今已发展成为年产
汽车油箱800万只， 位列世界第
三、国内第一的行业标杆企业。

质量优化
以高质量项目引领高

质量发展

“扬州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
成就，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

年市委、 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坚
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坚持将重
大项目作为全市发展的 ‘头版头
条 ’。” 市发改委主任杨蓉说 ：
“2017年，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开票销售 、 入库税收分别增长
8%、18%、7%。 工业投资2008亿
元，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到
55%。”她认为，各项指标都说明，
全市工业经济态势良好，之所以有
这样的成绩，就是这几年我们围绕
基本产业招引了一批好项目、大企
业，进一步夯实了产业基础，让经
济发展的“压舱石”越来越重。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新起点
新征程， 扬州重大项目建设有了
新的目标，市委、市政府将今年确
定为“项目质量优化年”。

“今年，围绕高质量发展，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我们要做到
‘四个提高’。”杨蓉说，一是要提
高项目招引组织程度。 常态化开
展 “6+X”招商引资活动 ，紧盯大
型央企国企、百强民企和世界500
强企业，瞄准龙头带动型、科技创
新型、重大技改型项目，全面推进
基本产业和特色产业补链扩链强
链合作。全年新开工重大工业、服

务业、 农业项目50个、40个、30个
以上， 推动重特大产业项目实现
突破。二是要提高项目质量。以高
质量项目引领高质量发展， 新开
工项目中新建项目比重不低于
50%， 基本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项
目、 重大智能化项目比重分别达
60%和30%， 实施重点技改项目
200项以上。三是要提高项目投入
产出效益。围绕亩均投资、销售、税
收和竣工后研发投入等指标开展
重大项目绩效评价。四是要提高项
目督查考核实效。每月召开一次工
业重大项目过堂会，每季度组织一
次集中观摩。通过开工认定的重大
项目两年内实现竣工率、 达产率、
列统率3个“百分百”。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项目建设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精彩

增进政企沟通 促进企业交流
杨庙镇召开非公经济代表座谈会

本报讯 （刘铁铸） 近日，
杨庙镇在扬州环保科技产业园
组织召开非公经济代表座谈
会，10多家企业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代表们就各自企业取
得的业绩及对政府的意见建议
畅所欲言。近年来，杨庙镇通过
开展困难劳动力技能培训，为
企业输送了一批技术力量。大

家表示， 希望杨庙镇继续开展
好类似的惠企服务， 促进经济
发展。

此次座谈会不仅增进了政
企之间的沟通， 也促进了企业
间的交流， 力求通过大家的努
力， 将扬州环保科技产业园建
设得更好， 企业做得更大发展
得更快。

通讯员 李振

记者 张玉峰

博爱 好人传温暖+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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