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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杨城郭是扬州。 绿色，是
扬州的城市底色。近年来，扬州
执著追求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切实将城市的“绿色资产”变为
百姓的生态福利， 把建设更多、
更开阔、更均衡布局的公共空间
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古城扬州
最鲜明的新特色。面对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扬州以老
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舍

得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建设供
市民休闲健身的绿色活动区域，
确保每一座公园都成为精品。

去年10月20日，党的十九大
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刊发报道
介绍扬州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称
赞 “民生工程不搞低标准 服务
百姓没有简易版”。

去年12月9日的《光明日报》
和12月27日的《新华日报》，分别

登载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的署
名文章———《推进城市公园体系
建设 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公园不仅能影响一座城，
也能改变一城人》， 从不同维度
视角，介绍扬州城市公园体系建
设在不断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同时，推进扬州从“园
林城市”向“公园城市”转变。

去年12月1日，《扬州市公园

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扬州
民生领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也
是国内较早的关于城市公共空
间的立法。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继
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提升公园
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对扬州城市发展和民生建设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1月6
日 ，扬州 “两会 ”期间 ，《人民日
报》再次聚焦扬州，以《舍得把好
地块拿来建公园》 为题刊发文
章，点赞扬州通过立法固化城市
公园体系建设成果。

央媒点赞 舍得把好地块拿来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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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朝着妥善解决方向不断取得进展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6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过去的一年，中美关
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重要进展。保持
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双方要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 充分发
挥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作用并适时举办
第二轮对话。 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人民
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方应该采
取建设性方式，通过对彼此开放市场、做
大合作蛋糕， 妥善解决双方关切的经贸

问题。要积极推进两军、执法、禁毒、人
文、地方等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双方要相向而行、相
互尊重、聚焦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敏
感问题，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对华关
系和美中合作，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
层及各级别交往， 拓展务实领域合作，
处理好两国经贸中的问题，推动双边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对当前朝鲜半
岛局势的看法，指出朝鲜半岛形势出现

一些积极变化。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把来
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为重启对
话谈判创造条件。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维护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
团结十分重要。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美方
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密切沟通、相互
信任、相互尊重、加强合作，推动朝鲜半
岛问题朝着妥善解决的方向不断取得
进展。

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同
中方的沟通协调。

公园体系推动生态环境迈向高质量
新城“公园+”、老城“+公园”，今年还将新建提升各类公园65个

扬州深入推进公园体系建设，让城乡居民文起来、动起来、乐起来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胡俭

三湾公园、蜀冈文化公园、明
月湖体育休闲公园……刚刚过去
的一年， 我市又新建改造了一批
城市公园， 这些老百姓家门口的
公园，中老年人可以在这里健步、
下棋、聊天、晒太阳，年轻人可以
在这里打篮球、踢足球、参与各类
体育活动，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滑
滑梯、荡秋千、玩跷跷板、嬉戏游
乐，留下成长的记忆。公园让这座
城市更加温暖、更具温馨、更有温
情， 不仅改变着扬州人的体格和
体质， 而且改变着扬州人的性格
和气质。

今年， 我市将按照新城 “公
园+”、老城“+公园”的模式，再新
建提升各类公园65个， 推动实现
扬州生态环境高质量， 让城乡居
民文起来、动起来、乐起来拥有更
多好去处。

坚
定
不
移
确
保
工
程
按
时
通
车

张
爱
军
调
研
督
查
城
市
南
部
快
速
通
道、

金
湾
路
工
程
进
展
︱
︱︱

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下午，市长
张爱军专题调研城市南部快速通道、 金湾
路工程进展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和地区
要克服困难，按照序时，坚定不移地兑现城
市南部快速通道、金湾路工程今年6月建成
通车的庄严承诺。副市长丁一、何金发，市
政府秘书长尤在晶参加调研。

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城市南部快速通
道、金湾路工程现场，向项目负责人了解工
程的进展及面临的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 市交通运输局汇报了关于城市南
部快速通道、 金湾路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关地区和部门围绕解
决矛盾问题加快推进工程进展， 进行了表
态发言。

张爱军充分肯定了城市南部快速通
道、金湾路工程目前取得的进展。他表示，
前期的成果是相关部门和地区齐心协力、
克服困难、化解矛盾的结果，来之不易。

张爱军指出，城市南部快速通道、金湾
路工程直接影响扬州城市文明秩序、 交通
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更与今年我市
承办省园博会、省运会两大盛会直接相关，
要充分认识两大通道建设的重大意义。工
程能否按时通车， 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公信
力，更是检验干部作风建设、凝聚力、战斗
力的重要标志。工程能否按时通车，直接体
现了相关部门和地区领导的责任感、 使命
感，直接展示了担当意识、工作水平。相关
部门和地区要按照序时， 向社会圆满兑现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金湾路工程今年6月建
成通车的庄严承诺。 相关部门和地区要以
争分夺秒、 雷厉风行的作风， 迅速行动起
来，投入下一阶段的工作。

张爱军强调，要倒卡时间、倒排工期、
倒逼作风 ， 坚定不移地完成既定工作任
务。要加强工作协作，以问题为导向，进一
步加强领导，强化协调 ，及时化解工作中
的矛盾，强化督查推进 ，抢抓施工黄金时
间。要突出矛盾化解和问题协调 ，相关地
区、部门和单位要密切配合、敢于担当、主
动服务、顾全大局、作出表率，确保按期完
成工程建设。

扬州五人入选“万人计划”
目前有19名“万人计划”专家在扬创新创业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名单公示

本报讯 （扬人才 瑞琳） 近
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公示了第三批国家 “万人计
划”领军人才入选名单，我市共
有五人入选，入选人数创历史新
高。

此次扬州入选 “万人计划”
的五人分别为江苏传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邹
伟民入选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江
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李慧芳研
究员及扬州大学刘巧泉教授、包
文斌教授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扬州大学李碧春教授入选教

学名师。
据了解，国家“万人计划”全

称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与“千人计划”一样，是由
中组部牵头实施的面向国内高
层次人才的国家级重点人才计
划，目标是用10年时间，遴选1万
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
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
殊支持。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
19名“万人计划”专家在扬创新
创业， 其中有9人在我市申报入
选。

最高日通行量超四万辆

瘦西湖隧道去年通行量达1288万辆

本报讯 （通讯员 唐璇 记
者 张孔生） 扬州市隧道管理处
日前发布2017年瘦西湖隧道通
行大数据，瘦西湖隧道全年通行
量为1288万辆， 日均车流量3.5
万辆左右 ， 最高日通行量达
44513辆。

瘦西湖隧道是扬州历史上
耗资最大、建设周期最长、建设
难度最高的民生城建工程，2014
年9月19日建成运行， 由市隧道
管理处负责运营。去年，市隧道
管理处以“畅平舒美”为总体目
标，对照“讲规矩、密协同、严执
行、重积累、见成效”总体要求，
扎实做好瘦西湖隧道的养护、维
修和运行管理等工作。瘦西湖隧

道2017年全年通行量为1288万
辆，日均车流量在3.5万辆左右，
相比2015年、2016年同比增长了
35%、11%。2017年1月18日隧道
通行量突破4万辆大关 ， 达到
40395辆。2017年1月23日， 通行
量更是达到44513辆， 创下隧道
开通以来单日最高通行量。

据介绍， 截至2017年底，瘦
西湖隧道自运行以来总车流量
已达3641万辆， 总体运行平稳，
未发生设备、 设施安全事故。出
入口安保是隧道运行安全的第
一道保障，2017年经保安拦回禁
行车辆及行人达到520余次，最
大程度消除了隧道内安全运行
隐患。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开门红

深入推进公园体系建设，
全市新建改造8个综合公园、
81个社区公园、29个口袋公
园，三湾公园、蜀冈文化公园
建成开放，明月湖体育休闲公
园提档升级。

新建提升各类公园65
个，推动新城“公园+”、老城
“+公园”。实施生态体育休闲
公园的园林化、园艺化改造，
加快建设“三河六岸”公园先
导区、三江营湿地公园。推进
宝应湖、枣林湾等十大生态中
心建设，扩建三湾生态中心。

【2017】

【2018】

扬州素有 “园林多是宅，车
马少于船”之誉。历史上，扬州园
林鼎盛一时，瘦西湖、个园、何园
等著名园林是扬州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标识，也是城市对外交
往的重要名片。

但传统的扬州园林都是私
家园林， 主要用于满足园主的
个人需求。 随着城镇化不断加
快，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健康
休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扬州

始终坚持以靠近百姓、 均衡布
局、大中小匹配为原则，把城市
公园体系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城市重要
的基础设施、 功能性设施优先
规划、建设。

公园建设有三个维度，一是
远近，二是大小，三是公园的功
能和美观度。 什么样的公园最
好？家门口的公园最好。在城市
新区建设中，扬州提出“公园+”

理念，把城市公园作为规划的核
心要件， 优先定点规划建设，再
在周边布局建设公共服务设施、
市民生活区、商业区等。在古城
区和老城区，扬州提出“+公园”
理念， 因地制宜地添加社区公
园、口袋公园。

自2014年4月宋夹城生态体
育休闲公园成功开放以来，扬州
城市公园体系建设至今已建成
开放市级中心公园10个、区级公

园和社区公园126个、 农村文体
活动广场近1100个，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111”公园体系建设目
标基本实现。

短短两三年，扬州新建的大
大小小城市公园总占地面积超
过11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瘦西
湖核心景区的面积，以公园体系
为主导的公园城市已具雏形，形
成了“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
一体”的绿地格局。

纵观城市公园建设，扬州实
现了重塑城市形态和惠及广大
群众相结合， （下转3版）

“扶贫草莓”让江都张倪村民甜在心
今后还将实施绿色稻麦、有机蔬菜、生态鱼塘等“造血”项目

民营企业万顺集团产业进村精准扶贫结“新果”

本报记者 吴生锋

忙碌了几个月，江都区
郭村镇张倪村党总支书记

张永明皴黑的脸上绽放出

开心的笑容———昨日，该村
高架无公害草莓正式上市。
这仅仅是民营企业江苏万

顺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在张

倪村实施的产业扶贫首发

项目， 随着今后绿色稻麦、
有机蔬菜、生态鱼塘等一系
列“造血”项目逐渐变成现
实，张倪村村民将踏上增收
致富奔向全面小康的“高速
路”。

理念之变 新城“公园+”、老城“+公园”

张倪村是个经济薄弱村，
全村共有727户， 其中立卡建
档的贫困户就达30户。2016年

底，一直致力于扶贫事业的万
顺集团董事长 、 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扶贫攻坚奖获得者周

善红主动与张倪村结成帮扶
对子。通过实地考察，周善红
发现张倪村基本上是 “吃土地
饭”，于是因地制宜确定产业扶
贫思路。“‘输血’不如‘造血’。
要让贫困村摘掉贫困帽子，就
必须让这些村有产业， 以产业
发展带动百姓脱贫致富。”

在优先将张倪村贫困家
庭子弟招聘到万顺集团上班
的同时，万顺集团还在该村注
册成立了善红蔬果农地股份
专业合作社 ， 以企业兜底风
险、 确保百姓增收为宗旨，通
过土地流转、吸引农户参与入
股等形式 ， 实施农业扶贫项
目，规划总占地1000亩 ，计划
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一期工
程投资600万元 ，20亩的高架
无公害草莓就是首发项目。

为了帮助张倪村解决草
莓的销路问题，善红蔬果农地
股份专业合作社通过多种形
式向外宣传推介，吸引周边地
区尤其是扬城市民前来现场

采摘、休闲观光，周善红还利
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动员爱心
企业和人士认购，推出 “定制
草莓”。 就在草莓园开园的当
天，长青化工、双汇公司等企

业负责人带着现款采购了大
量的草莓。

站在大棚里，看着满眼鲜
艳欲滴的草莓，张永明打心眼
里高兴。他算了一笔账 ：每亩
草莓产量可达4000斤，每斤平
均30元， （下转3版）

好营销

扬州美景美食
入镜《锋味》
借力“网红”讲述扬州精致

慢生活，吸引目标受众关注
新浪、今日头条、凤凰网等

平台原创文章发布两百多篇

好出行

年三十火车票
今天开售
如果买不到回家的直达火

车票，不妨考虑“换乘接续”
2月1日起汽车票预售期调

至15天，当天可买除夕汽车票

好有才

这四名小学生
当选小院士
课余时间调查共享单车停

放问题，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在中国少科院“小院士”论

文答辩活动中斩获最高奖项

产业扶贫 致富找到门路

老总叫卖 草莓不愁销路

“企业不可能都长命百岁，但长命百岁
的企业一定是不断创新的”

从“牧羊奇迹”看
如何担起创新主体责任
———扬州喜获三项国家科学技术奖系列报道之二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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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展示采摘的草莓。

C:\library\RB\RBA01\01$17\RBYAOWA1117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