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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天下午，
市气象台正式对外发布春节期间天气
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
年春节期间多降水天气，其中15日、17
日夜里至19日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
节日期间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偏高，
但冷暖起伏较大。15日受冷空气影响，
风力较大，气温明显下降，降温幅度可
达7℃至9℃。另外，16日至17日有可能
出现大雾，请注意出行安全。

昨天气温开始回升， 当天主城区
早晨最低气温仅-6.2℃， 白天最高气
温升到了13.7℃。预计 ，今天更高 ，直
接是回到了小阳春。 据昨天下午4时，
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晴转
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小雨，西南风转东
北风4到5级 ， 早晨最低气温 : 2℃到
3℃，白天最高气温: 16℃到17℃。

春节期间具体预报：2月15日 （除
夕）阴有小雨，东北风4～5级 ，气温3～
6℃；2月16日（初一） 阴转多云，东南
风3～4级 ，气温 ，气温3～11℃；2月17
日 （初二 ）多云转阴 ，夜里阴有雨 ，早
晨有雾 ， 东北风4～5级阵风6级 ，气
温1～13℃；2月18日 （初三 ）阴有小到
中雨， 东到东北风4～5级 ， 气温4～
7℃；2月19日 （初四 ）阴有小雨 ，北到
东北风4级 ，气温5～7℃；2月20日（初
五）阴转多云 ，东北风4～5级 ，气温
3～12℃；2月21日（初六）多云 ，偏西风
3～4级 ，气温2～11℃。

除夕扬州有4万多人“下馆子”
遇到问题可拨打12331电话投诉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对于每一位
中国人来说，除夕的重头戏就是年夜饭，
今年扬州人会怎么样吃呢？昨天，记者从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全市
（含各县市区） 共有200家饭店承办年夜
饭，预订总桌数为4161桌，预计今年全市
将有4万多人在除夕夜“下馆子”。与去年
相比，今年承办饭店数减少21家，总桌数
减少361桌。这也说明扬州人年夜饭有回

归家庭趋势，有市民认为，在家吃年夜饭
更温馨。

市食药监有关人员表示 ， 春节期
间 ，将安排专人值班 ，及时受理核查举
报投诉。一旦发生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将采取措施，果断处置，并按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制度规定报
告。遇到问题时，市民可拨打12331电话
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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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2月24日（正月初九）上
午10:00在泰山西路8号二楼会议室（原房产公司综合楼）
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宝应县莲花嘉苑10幢（原好士多水果
店） 门市房的租赁权对外公开招租， 面积约为128平方
米，标的实际面积以现状为准，租赁期限为3年。二、展示
时间和展示地点：2018年2月23日前，预约在标的所在地
看展。三、报名事宜：1.报名地点：宝应县苏中南路凯润金
城7号楼南门市113#门市 （龙巢大酒店对面）， 或至7A-
402室。2.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2月23日17：00。3.以上标
的参拍保证金为10000元整。4.报名人报名时需凭相关身
份证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开 户 行 ： 宝 应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南 园 支 行
润扬拍卖公众号

账号：3210230501201000023548 （扬州润扬拍卖有
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yy-pg.cn/
联 系 电 话 ： 13651512241
0514-88555678

扬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3日

拍卖公告

更多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医务人员不献血？我们不背这个锅！

昨天上午，扬州市第五届“白衣
天使献血月” 活动启动仪式在扬州
大学附属医院举行。 扬州市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扬州市
献血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陈雷同志出
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各家医疗机构代表
等共七十多人参加
活动。

启动仪式后，参
会代表以及无偿献
血志愿者依次到“白
衣天使献真情、红色
血液铸新生”主题旗
帜上签字。在献血活

动中，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共有120余
名医务人员共捐献了四万多毫升血
液。不仅有刚下夜班的医生和护士，

还有刚刚从手术台下来的医务人员
急匆匆地赶到献血现场捐献血液。这
些献血者中，不乏一张张往年献血的
老面孔。比如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党委
副书记、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
刘艳秋， 更有首次参加无偿献血的
“90后”的新鲜血液。据悉，今天献血
车将继续开进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方
便昨天没空献血的医务人员。

每年1、2月份， 随着严寒来袭以
及春节的到来，特别是今年由于连续
暴雪和严寒天气， 街头无偿献血骤
减， 血站血液库存情况极其严峻，迫
切需要广大市民参加无偿献血 。这
时，我市医疗系统广大医务人员挽起
衣袖积极参加无偿献血，保障寒冬临

床用血需求。 占全市总人口数不到
1%的卫生计生人， 却占全市献血总
人数的6%。四届活动以来，全市一共
有5820多位医护人员在 “献血月”活
动中献出了两百万毫升的热血。

我市组织的第五届 “白衣天使
献血月活动”，通过全市医务人员们
敢于担当，率先行动，用实际行动诠
释 “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 ”的高尚情
操，向社会各界作出表率，深入推行
“无偿献血、无损己身，奉献社会、无
尚光荣”的理念，真正做到医务人员
带头献血， 全面带动全市各行各业
走进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彰显“最
美是你 ，救死扶伤 ；为我献血 ，此情
难忘”的动人情怀！

单位名称 人数 总量（ml）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141 44900
扬州市公安局 122 39300
广陵区卫计委 91 28000
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48 16300
瘦西湖风景区管理处 44 13600
平山乡政府 42 14200
东方医院 47 15400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38 11700
扬州宝军无线电厂 33 8600
国网扬州供电公司 30 10200
扬州华东慧康医院 24 7400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3 7000
青岛啤酒（扬州）有限公司 16 5100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 4800
扬州阿波罗中西医结合医院 11 3300
江都区郭村镇 199 70700
江都区仙女镇 108 36800
仪征市刘集镇 135 � � 47100
仪征市十二圩办事处 127 � � 43600
94987部队 44 � � 13500
高邮市甘垛镇 209 � � 66600
高邮市高邮镇 95 � � 28900
高邮市界首镇 74 � � 22900
宝应县广洋湖镇 177 � � 59000
宝应县小官庄镇 157 � � 51600
宝应县卫生计生系统 104 � � 32400

单位名称 人数 总量（ml）

———我市第五届“白衣天使献血月”活动启动

扬州市中心血站衷心感谢以上单位对无偿献血事业的大力支持！（本次献血统计时间为2018年1月份）
【扬州市采供血信息公示】

我市1月份有4166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捐献全血6588U，机采成分血468袋。为临床提供各类血液成分
10916.75U，其中红细胞类5707U，单采血小板384U。本月共有75人次报销血费75358.8元。

团体单位爱心献血一览表

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扬州西部客
运枢纽服务台前，匆匆跑来一位三十岁左
右的金发女郎，一脸焦急的神情，用生硬
的中文向服务台工作人员求助。

服务台工作人员王甜甜见难以与这
位旅客沟通，便掏出手机，利用翻译软件
与她进行交流。经了解得知，这位来自美
国的游客叫汉娜， 刚刚打出租车来西部

客运枢纽， 准备从这里转到镇江乘动车
去上海。 下了出租车把手机遗忘在车上
了，没了手机 ，与美国亲人难以联系，汉
娜女士一时没了主意。

了解情况后，王甜甜迅速拨打起汉娜
的手机号， 试图能够联系到出租车司机，
但该手机号码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王
甜甜一边安慰着汉娜女士，一边继续拨打

手机。终于十分钟后，王甜甜的电话响了
起来，号码显示正是汉娜的手机号。原来
苏KW3802出租车司机王师傅，送完汉娜
到汽车站后， 便将出租车停靠在火车站
的出租车候车区等待上客， 当时人车分
离。接到王师傅的电话，王甜甜又主动带
着汉娜来到火车站广场取回自己的手
机。汉娜拿到了失而复得的手机，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连声说着 “thank you！
thank you！” 尹海霞 马丹婷 露莎

近日，高邮临泽镇统战科组
织基层统战联络站开展少数民
族家庭新春暖心行动。 据了解，
各基层统战联络站先后走访了
30多户困难少数民族家庭，给他
们送去慰问品并致节日的祝福。

近年来， 该镇统战科认真

开展低收入少数民族家庭结对
帮扶工作， 将精准扶贫结对帮
扶活动落到实处。 通过结合走
访慰问情况， 制定低收入少数
民族户“一户一策”帮扶措施，
帮助3户少数民族贫困户如期
脱贫，脱贫成效明显。 临统

吟诗过年 读诗迎春
本报讯 （古月） 苏北医院

口腔科主任孔悦日前举办的一
场个人诗歌朗诵会， 让人感叹
“人生如歌，生活如诗”。

“女牙医，一个世纪来才有
的名字，穿梭于牙列之间，用十
指编织花朵， 让你在笑口中绽
放美丽。”这是孔悦立足自身岗
位写的一首短诗《女牙医》的句
子，读来上口，更让人对这份职
业多了一份了解和敬意。

省诗词协会会员孔悦，笔名
子金，现任扬州苏北人民医院口
腔科主任医师，2014年5月开始

创作散文、小说。先后在金陵晚
报、 东方文艺周刊开设专栏。她
的文集 《牙医门诊日记》2016年
10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并获
《健康时报》 评选的2016年全国
十大健康人气图书称号。长篇小
说《老马》将于近期出版。

孔悦2017年9月开始写诗，
短短数月已经创作诗歌200多
首， 著名诗歌评论家叶橹对其作
品进行点评， 力劝子金赶紧出诗
集。孔悦说，以诗文会友，让工作、
生活增添色彩；吟诗过年，读诗迎
春，让传统节日更有新年味。

春节将至，昨公铁送客2.2万余人次———

宿扬高速迎来
通车后首个春运高峰

这次春运是宿

扬高速建成通车以

来遇到的首个春

运，随着除夕将至，

昨天宿扬高速迎来

建成后的首个春运

高峰。此外，昨天我

市公铁共送客2.2

万余人次，其中西

部客运枢纽以及汽

车东站送客1.6万

余人次，火车站送客

6886人次。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西部客运枢纽，
看到旅客比前两天有明显的增加。“还有
两天就是除夕了 ， 返乡客流达到了高
峰。”当天值班站长告诉记者，据统计，昨
天西部客运枢纽和汽车东站共送客1.6万
余人次，加班35趟，主要集中在临泉、邳
州 、宜昌 、阜宁 、灌云 、东海等中短途地
区。

火车站的客流昨天却比前两天有小
幅下降。“火车站长途为主， 路途远的旅

客已经提前出发， 所以这两天反而有所
下降。”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这
样，但是南京、北京、重庆等方向依旧爆
满，尤其是南京，出现很多临时到站却买
不到票的旅客， 工作人员提醒春运期间
不管长短途都要提前购票， 以免耽误行
程。

此外，宿扬高速公路（S49）迎来建成
后的首个春运高峰。据统计，春运期间宿
扬高速公路日均流量达42457辆，已达到

设计通行量的92%以上，其中由扬州方向
前往宿州方向的车辆占日均总流量的
85%以上， 蜀冈收费站日均进站车辆达
4163辆。 宿扬高速公路缓解了润扬大桥
过江通道压力，大大盘活了区域路网，已
成为市民西北向出行的重要通道， 其他
高速公路过境的车辆也可以通过蜀冈枢
纽直接前往盱眙、宿迁、安徽方向。

记者了解到，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
天就是除夕， 从今天开始客流会逐步减
少，到大年初七会出现返程高峰，建议旅
客提前购买返程票，不要耽误行程。

【春节·天气】

春节期间多降水

据省气象台预报：预计春节期间，
江苏多降水和冷空气影响， 有两次中
等强度降水过程：15日、17日夜里至19
日，其中15日淮北地区可能有雨夹雪。
20日至21日天气逐渐转好。14日夜里
至15日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 大部分
地区降温幅度达8～10℃。

春节期间
江苏多降水和冷空气

【春节·年夜饭】

假日就诊指南

【春节·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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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健康】

◎苏北人民医院
2月15日（周四，除夕）—2月20日

（周二，正月初五），共六天，门诊包括
医技检查停诊，患者至急诊就诊。

2月21日（周三，正月初六）—2月
23日（周五，正月初八）门诊正常开诊。

2月24日（周六）—2月25（周日 ）
双休日门诊正常开诊。

2月26日（周一）门诊恢复正常。
急诊电话:87373999。
◎扬大附院

假期期间门急诊安排 ：2月 15
日—2月18日 （农历除夕至正月初
三），东西院区专家专科门诊停诊（儿
科除外），2月19日（正月初四）恢复安
排所有专家专科门诊。2月15日—2月
18日，儿科专家专科门诊排班人员比
照平常减半。
◎市妇幼保健院

2月15日（除夕）至2月19日（正月
初四），全院除儿童保健科、妇女保健
科外，临床、医技及各专家门诊正常
开诊。2月20日 （年初五） 至2月24日
（正月初九）， 全院正常开诊。2月25
日，全院双休日门诊正常开诊。2月26
日开始，全院正常开诊。 丁云 整理

基 层 快 讯

施桥船闸送温暖献爱心

近日， 施桥船闸党员代表
一行4人在扬州开发区施桥镇
汪家村村委会有关同志的陪同
下， 先后走访了该村10户困难
家庭，送上置办的米、油等生活
必需品和“福”字、春联，把“暖
冬行动”落实到更广范围。

施桥船闸多年来坚持为地

方贫困群众送温暖。 新春佳节
将至， 该所在做好职工节日慰
问、送温暖的同时，积极与长年
结对共建的汪家村联系， 将苏
北运河船闸职工的温暖和爱心
送到沿线百姓家中， 让他们感
受到船闸职工的关爱、 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林玲

“五个一”强化春节廉政建设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
过节”，春节是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节点。 为确保节日期间风
清气正， 着眼 “抓早抓小抓预
防”，市物价局超前谋划，通过
“五个一”系列举措，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五个一”包括开展一次廉

政教育、 印发一封廉政提醒函、
发送一条廉政提示短信、组织一
次廉政风险点自查和开展一轮
作风建设暗访。 朱宁

临泽镇开展新春暖心行动

（上接1版）和老婆的聊天记录
聊的也都是孩子、家人。”易瑛
负责项目现场的施工组织，从
原材料到施工过程中的交通道
改、安全施工，再到文明施工、
扬尘治理， 大大小小的工作都
需要他的协调，工作任务多、压
力大， 对孩子也充满了愧疚，
“这次抽空一定要带她们出去
走走。”

刘应睿姐弟的爸爸刘泽江
同样也没有时间陪孩子， 在安
质部工作的他， 为了保障施工
安全，每天都要徒步来回巡视，
从渡江南路到九州大厦来回5
公里，一天少则两趟、多则四五
趟。“因为我们的施工标段地处
市中心，车流量大，道路护栏损
坏程度大， 我每天都要和同事
对护栏进行及时的维护。”刘泽
江告诉记者。

全面保障南部快速通道6
月通车

“我们从除夕下午开始放
假 ，年初一休息一天 ，年初二
恢复部分施工，年初六全部复
工，全面保障城市南部快速通
道6月建成通车 。”綦久勤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 城市南部快

速通道西起八字桥互通， 向东
沿江阳路，经渡江南路，转入开
发路、 运河南路， 接宁通高速
（G328）匝道、沪陕高速汤汪互
通， 是我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单体投资最大的城建项目，也
是“迎省运”的头号工程。工程
全长17.2公里， 主线双向六车
道。截至目前，项目先导段、扬
子江路支线上跨桥和蒋王接线
建成并临时开放交通，开发路、
渡江南路、 邗江路和扬子江路
等4个隧道主体工程完工，通扬
桥、 江阳西路主线高架实现贯
通，交安、绿化、照明、公交站台
等附属工程招投标有序推进。

按照目标， 城市南部快速
通道将在今年6月建成通车。为
了保障工期，除了四标，其他标
段也都有建设者留守扬州，并
接来家人在扬州过年。 为了丰
富建设者的业余生活， 让他们
放松身心，缓解思乡之情，日前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组织建设者
在已经贯通的江阳西路主线高
架桥上进行了一场长跑比赛。

“我们将咬定目标，按照6
月建成通车这一目标倒卡时
间、倒排工期、倒逼作风，坚定
不移地完成既定工作任务。”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逆行的“候鸟”他乡的团圆

春节即将

来临 ，近日 ，曲
江街道太平村

相关负责人带

领村两委班子

成员对太平村

困难群众及孤

寡老人进行慰

问 ， 向他们发
放慰问品和慰

问金 ， 让群众
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爱。
冷建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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