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 坚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
同中印两国上世纪50年代共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中印两国要共
同做好两国全方位合作规划。 要进行更
加密切的战略沟通， 及时就双方关心的
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
发展大方向，确保对话机制有效运行；要
开展更加深入的务实合作； 要促进更加
广泛的人文交流； 要以更加成熟方式处
理好分歧问题； 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带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和互联互通建设。 双方要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全球治理观，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开展更积极

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
愿同印方共同努力，打造稳定、发展、繁
荣的21世纪亚洲，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莫迪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
来到武汉 。两天来 ，我同习近平主席进
行了坦诚 、深入交流 ，还领略了悠久博
大的荆楚文化，我进一步感受到习近平
主席对发展印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亲
力引领。 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两
国互为重要邻居，必须加强对话、交流、
合作，和平相处，世代友好。我高度关注
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进入新时代 ，印度也有自己的 “新印
度”目标。我完全同意习主席所指出的，
作为拥有26亿人口的两个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两个庞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印
中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两国的发展对世
界有重要影响，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
积极意义。 在21世纪， 印中要携手为和
平、 稳定与繁荣的亚洲和世界作出更大
贡献。我赞同印中要保持高层战略沟通。
我们对发展印中关系有共同理念、 共同
决心、共同愿景，双方要加强接触，加强
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妥善处
理和管控分歧，促进民间友好，将两国关
系提升到新水平。印度坚定奉行独立的
外交政策 ，支持全球化 ，支持维护多边
体系 ，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 。印方愿同
中方携手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

习近平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

火车站
发送乘客1.22万人次
多趟动车满员出站

火车站昨天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发送乘客1.22万
人次，往南京、武汉等多趟动车全部满员出站。

昨天下午4点半， 记者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内看到，
排队等待换票的乘客已经排到了门口。 火车站工作人
员介绍，在最后一刻才来取票的市民不在少数，也有人
因排队取票而耽误了乘车，“‘五一’小长假期间还有大
量火车票未被及时领取， 建议乘客一定要预留出足够
的取票时间，以免贻误行程。”

工作人员介绍，小长假期间，扬州出发往南京、武
汉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票已经一票难求， 小长假最后一
天往北京方向的火车票也已基本售罄， 建议还没买到
车票的市民除了随时刷新官网查看余票捡漏之外，不
妨考虑大巴等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方便 校园巴士省去转车麻烦
发送乘客2.2万人次
安排75个加班车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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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2018年4月）

问题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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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扬州市仪征市

扬州市江都区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扬州市江都区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扬州市高邮市

扬州市高邮市

扬州市高邮市

扬州市高邮市

扬州市高邮市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扬州市宝应县

水源地名称

仪征市月塘水库应急水源地

江都区高水河七闸水源地
江都区高水河七闸水源地
江都区芒稻河建乐水源地
江都区芒稻河建乐水源地
江都区芒稻河建乐水源地

高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高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高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高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高邮市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潼河夏集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宝应县里运河城区水源地

问题具体情况

立标定界有问题

沿河保护区陆域范围内有1643户居民
50户居民（陈东组25户、大坝组12户、大坝组13户），生活污水未接管

沿河有8000㎡农作物种植
5户居民（张家组2户、前进组3户），生活污水未接管

151户居民（前进组26户、沟东组6户、袁庄组33户、兴隆组26户、冯庄
组10户、桥头组30户、苗桥组20户）

背水坡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有居民区，生活污水已接管至市海潮污
水处理厂、垃圾已集中收集处理

一水厂取水口背水坡陆域一级保护区有高邮市水产食品冷冻加工
厂，二水厂取水口背水坡陆域一级保护区有恒泰家具厂

背水坡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有海事处、体育场、高邮河长制办公室、
水警大队、高邮市京杭运河管理处等机构

京杭运河港口公司，其作业区最南端距高邮市港邮供水公司二水厂
取水口约1.1公里，最北端距离二水厂取水口约2.1公里

一水厂取水口南侧二级保护区西堤陆域内建有江苏省运西船闸管
理所，生活污水未接管

住户200户
宝应协鑫电厂码头
种植面积约10万m2

宝应县金龙包装厂、宝应县奇翔玻璃厂、4个机械加工厂（均租赁车
间）、宝应县俊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加油站1个

港务处码头1个（占地15925平方米，固定式吊车6台，砂石堆场7个）
住户2082户（生活污水部分收集送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大桥菜场1个（包括配套公厕）
公厕7个

环卫处机械动力所1个（垃圾车辆停放与清洗）
水上垃圾接收中心1个

交通浴室
畜禽交易市场

种植面积188000㎡
扬州展鹏肥业有限公司
扬州腾达纸业有限公司

整治进展情况

已委托技术单位开展应
急水源二级保护区重新
划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正在制定方案

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
司定于2018年5月7日15：00
在本公司（扬子江北路399
号）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扬州市
顺达路59号 （名兴花园 ）
39-104室非居住房地产建
筑面积140.92平方米及其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参考
价128.1万元 （注： 标的在

租，不清场，过户税费均由
买受人按政府规定承担）。

二、标的展示日为5月
2日、3日，有意者请于5月4
日 16：00前携带有效身份
证明和10万元竞拍保证金
到本公司财务部办理报名
手续。

联 系 电 话 ：0514 -
87367645、13004336335

网址：yzpmh.com

拍卖公告

现有扬州市长乐
客栈酒店有限公司及
扬州市长乐鸿禧酒店
有限公司近期将就客
房布草、花木租赁、酒
店纸品、害虫防治、餐
具、石材维护保养、餐
饮食材等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 欢迎具备优

质资质的单位前来投
标， 详情请随时关注
扬州名城建设有限公
司 网 站 （www.yzmcjs.
com）。

联系人：李女士
刘女士

联系电话：87807870
15358500882

招标公告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

市领导分别带队进行节前安全检查

本报讯 （居小春 丁蕾

吴丹） 为确保“五一”小长假
期间生产安全，连日来，市领
导分别带队进行了安全检查。

28日下午，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陈扬率安监、建设、
园林、消防等相关部门人员，
对瘦西湖风景区、 广陵区体
操馆建设现场进行了节前安
全检查。在瘦西湖风景区内，
陈扬仔细查看了消防设施、
监控室等，了解客流、安全应
急处置等情况， 要求各单位
严格管理，落实责任，强化安
全宣传，完善应急预案，保持
信息畅通， 特别是一些重点
部位要加强巡查， 确保节日
期间安全工作万无一失。在
广陵区体操馆建设现场，陈
扬查看了场馆的建设情况，
要求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 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措
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
万无一失。

28日下午， 副市长丁一
率市安监局、交通运输局、铁
路办、 交通产业集团负责人
来到东部客运枢纽（高铁站）

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丁
一详细了解了施工情况以及
工地安全防护措施， 要求相
关部门守牢安全红线， 及时
排查隐患，保质、保量更要保
安全地进行施工， 确保节日
期间生产安全。

27日下午，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宫文飞率市安监
局、商务局、消防支队、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人， 对欧尚超
市、尤妮佳生活用品（江苏）
有限公司开展了安全生产检
查。 宫文飞认真检查了消防
设施、安全监控室、应急疏散
通道等， 要求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 确保安全工作
万无一失。

28日下午， 副市长余珽
率市安监局、 旅游局等单位
相关人员走进马可波罗花世
界， 对消防设施等关键部位
进行检查， 要求认真做好节
假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值班值
守工作， 落实好各项安全生
产措施，加大巡查力度，营造
安全生产的良好环境和氛
围，保证万无一失。

行业专家共话人工智能
扬州（江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应用峰会举行

本报讯 （江萱 侯瑞

芳） 昨天，2018扬州（江都）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应用峰
会在江都区举行。国内外人
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优秀
企业家代表等会聚一堂，共
话人工智能的最新理论成
果和前沿发展趋势。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江桦出席活
动并致辞。

江桦表示， 江都始终坚
持创新驱动， 人才科技工作
长期走在全市前列， 希望各

位专家多关心扬州发展、支
持扬州工作。

昨天， 八位专家教授围
绕人工智能主题作了 《人工
智能与智能经济》《智能网联
化与汽车动力系统控制技
术》《人工智能和环境保护》
等专题演讲。随后，诸位行业
学术专家、知名企业高管、投
资人士以及本地企业家围绕
人工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进
行了高峰对话， 让与会者享
受了一场思想盛宴。

推动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扬州朗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昨投运

本报讯 （曹宇 董鑫 ）
昨天， 扬州朗坤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投运仪式在邗江业恒
生活广场举行， 标志着该公
司正式入驻邗江互联网产业
园。副市长余珽参加活动。

据了解， 该公司将致力
于在扬州打造朗坤重要的
“两中心一基地”， 即区域大
数据运营中心、“互联网+民
政 ” 总部研发中心 、“互联
网+社区”创新服务基地。

据悉，邗江互联网产业
园是邗江“十三五”期间“五
园一城”发展布局的重要板
块 ， 园区主体位于蒋王片
区 。近年来 ，邗江依托坚实
的经济支撑 ， 抢抓 “互联
网+”的风口，构建了以政策
集成 、资源集中 、人才集聚
为导向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大力招引一批互联网龙头
企业，推动互联网产业高质
量发展。

展示邮驿文化与运河情怀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昨
天上午，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在高邮开幕，一幅幅各
具特色的中国画作品翰墨飘
香，展示着邮驿文化与运河情
怀。市政协副主席王克胜参加
开幕式并观展。

据悉，“邮驿路 运河情”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征稿通知
发出后， 征集到了由全国各
地美术家创作的美术作品共

计4280件。 评委会最终遴选
出了204件佳作，其中入会资
格作品52件， 在高邮市博物
馆及高邮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两个展厅展出， 展期将持续
至5月18日。

值得一提的是， 高邮市
已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达成共
识， 将在高邮再连续举办五
届“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
国画作品展， 致力于将该画
展打造成为富有高邮特色的
文化艺术品牌。

书法家苏士澍来扬作讲座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

28日上午，应市政协邀请，第
十一、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
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苏士澍来扬作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专题讲座。市政
协副主席夏正祥主持讲座。

苏士澍就汉字内涵、精
神实质和汉字书写教育的重

要意义进行了讲解， 希望国
人紧握汉字书写之笔， 重兴
汉字书写之风，以汉字之美、
汉字之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以“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强有力的
精神支撑。

政 务 速 递

昨天下午， 扬汽集团的周末校园巴士再次发出。
为方便扬子津大学城的学生们出行，原定每周五开通
的至镇江、宝应、高邮、南京的校园巴士，昨天再次来
到大学城， 让学生们在校园附近或大学城区域上车，
不用再拖着行李箱去汽车站，省去转车的麻烦。

据悉， 为方便扬子津大学城的学生们周末出行，
扬汽集团在通达学院北门以及广陵学院南门附近设
置了乘车点，每个周五及节假日的16:30以及16:45，开
通至镇江、南京、高邮、宝应四个方向的校园巴士，有
需要的学生及周边市民可在大学城内的乘车点直接
出行。记者了解到，校园巴士的路线、站点、发车时间
会根据具体运营情况和意见建议进行优化调整。

通讯员 凡仁 丹婷 记者 露莎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五
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昨天，
“永远的铁人———铁人王进喜生
平业绩展览”在扬州博物馆二楼
开幕，致敬光荣的劳动者。

展览以王进喜生平事迹为

主线，通过图片、文献的形式，展
示王进喜工作、生活状态和某些
生活物件，生动全面地梳理了王
进喜的光辉业绩，以及他用毕生
实践所体现的劳动者精神和铁
人精神。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扬州博
物馆、大庆油田展馆管理中心和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共同举
办。 展览将持续至5月28日。“五
一”小长假期间扬州博物馆正常
开放，周一（4月30日）不闭馆。

我市昨迎“五一”节前客流高峰

“公铁”昨送客3.4万人次
提醒：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取票时间

今天，“五一”小长假正式拉开大幕。每次小长假放假前一天，都是节前客流高峰，昨天
也不例外。昨天下午，我市汽车站、火车站迎来了大批乘客。

昨天下午4点左右， 记者在西部客运枢纽看到，自
动取票机和安检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候车大厅内座
无虚席，不少性急的乘客索性站在了发车门前，等待大
巴车的到来。

“上午客流量还比较平淡，下午2点左右，一下子
人就多了起来，到了下午四五点，随着高校放学，车站
里的乘客就更加多了。”汽车站当天值班站长介绍，昨
天一天， 西部客运枢纽以及汽车东站共发送乘客2.2
万人次，往常州、淮安、苏州、无锡、南京、溧水方向的
人数较多，累计安排75个加班车。从目前的预售票情
况来看，今天上午还将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建议还没
有购买车票的市民尽快购票，方便车站及时安排加班
车辆。

铁人王进喜生平业绩展览昨开幕

铁人精神致敬劳动者

23日至25
日， 市级机关
工委党校举办

第一期党员干

部知识更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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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开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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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图为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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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花为乡村振兴添亮色

全市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仪征召开

香甜可口的有机果品；新建的
道路、健身广场、公厕、农家书屋；
廉政法治花园、 村电影放映点，文
化大舞台；张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相
关内容的文化长廊，无不传递出正
能量。

4月24日，市文明委在仪征召
开全市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推进会， 围绕助力乡村振兴深
化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总
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研究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奋力打
造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扬
州样本。当天，与会人员实地考察
了仪征市陈集镇丁桥村、 月塘镇
尹山村、真州镇茶蓬村，见证了仪
征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

走进陈集镇丁桥村，就像踏进
了“主题公园”，东区有芸台广场、
星火广场、篮球场、密林漫步区；中
心景区有上林广场、 文化长廊、大
币塘、小凫岛、澄心亭、飞龙桥，“菽
勤堂”城市书房更是将“悦读”送到
村民身边； 西区则有组团花海、镇
文化体育中心、 室内羽毛球馆、儿
童游乐园和文明交通主题公园。这
里既是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地方，
也是社区开展文艺活动的重要场

所。
“现在我们来到了尹山村尹

山庄园。” 随着解说员的介绍，一
座省级科技林果示范基地映入眼
帘 ，这里拥有有机果品 、蔬菜 、茶
叶和散养家禽等特色农副产品 ，
为游客提供采摘 、垂钓 、休闲 、旅
游、餐饮等服务。园内工作人员为
本村流转土地的农户， 在享受土
地租金的同时， 还增加了工资性
收入。去年，尹山村实现村集体经
济收入220万元 ， 农民人均收入
2.48万元。

近年来，仪征坚持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着力点， 突出以人为本，注
重宣传引导，全面提升农民文明素
养和农村文明程度，先后建成全国
文明村镇3个、 江苏最美乡村3个，
走出一条富有鲜明特色的精神文
明建设之路。

真州镇茶蓬村是仪征市首个
全国文明村，在茶蓬村综合文化广
场，东边是廉政法治花园，西边有
卡通形象刻画的“扬州文明有礼二
十四条”。2013年，茶蓬村在仪征市
率先建成“求职登记不出村、参保
缴费不出村、 医保报销不出村、待
遇领取不出村” 的便民服务体系，
并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

记者 吴丹

不忘初心

25套运动员食谱
具有扬州特色

我市开展多项工作全力保障省运会

第十九届省运会9月将在扬州开幕。日前，市
食药监局与4家重点食材供应商、34家宾馆酒店
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据了解，省运会运动员餐将全部供应热菜，并
制定25套运动员食谱。

审核通过34家赛事定点酒店

市食药监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洪昊表示，目
前审核通过了34家赛事定点酒店，这34家均达到
A级或相当于A级量化等级标准， 已向这些酒店
发放食品安全管理手册、 从业人员健康晨检和
“五病”调离记录表，要求各家每天填写。

食源性兴奋剂主要来源于畜肉制品中的瘦
肉精， 省运会餐饮对畜肉制品把关也相当严格，
确定了4家供应商， 作为省运会猪牛羊肉指定供
应商。

制定了25套运动员食谱

对于省运会运动员餐的菜谱，特邀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营养教授作指导，制定了25套运动
员食谱。

据介绍，这些菜谱荤素搭配，既保证了运动
员的能量摄入，又具有扬州特色，如荷藕狮子头、
鸡汁煮干丝、扬州蛋炒饭等。

省运会运动员餐全部供应热菜，其他人员适
当考虑口味和菜谱多样性， 可供应少量凉菜。就
餐方式建议使用自助餐方式。 记者 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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