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文昌社区开展爱心捐
款活动， 社区党员和居民积极参
与，纷纷献出爱心。 张晓宇 摄

记者留意到， 正谊服务区不同于普通
服务区， 整体建筑风格与扬州老城有些相
似。“为了突出扬州本土特色 ， 正谊服务

区整体设计布局以 ‘园中游驿 、 风韵扬
州 ’为主题 ，突出景观绿化 ，彰显建筑特
色。” 余高阳表示， 服务区内建筑汲取了

扬州传统建筑元素的精髓，经现代建筑工
艺精心打造，呈现气氛浓厚的传统小镇空
间，而北区服务区则是借助原有的水塘打
造了景观水街。

服务区除了餐饮之外，停车、厕所都是
车主、旅客关心的。“此次升级，我们拓宽了
整体服务区的面积， 扩建后占地面积195
亩， 在停车位和厕所坑位上可以说都是翻
倍增加。”余高阳介绍，扩建后，停车位从南
北两区共300多个增加到526个， 厕所坑位
从南北两区共80余个增加到170多个，大大
方便过往旅客。

记者还留意到，在洗手间处，除了提供
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如厕外，还为
儿童提供了“迷你”马桶，十分周到。“我们
还在停车位上引入地磁系统， 并在高速上
设置1公里、500米和200米的三级引导，车
主在高速上就能知道服务区的剩余车位，
方便车辆引导。”余高阳介绍，在服务区广
场上还有全方位智能灯杆， 可以发射覆盖
全服务区的WiFi信号。

战绩喜人 扬州63人获决赛资格
省运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昨收官

本报讯 （实习生 袁梦瑶 记者 孔茜）
昨天， 省运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在扬州收
官，扬州小将战绩喜人。据悉，扬州队共有63
人获得100多个项目的决赛资格，他们将在9
月23日起举行的田径决赛中争金夺银。

昨天共举行了6项预赛、19项决赛以及男
子15—16岁组跳远、 标枪、1500米全能赛。在
男子17—18岁组400米栏预赛中，代表常州市
的张龙以54.23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扬州市
的杜阳辰、无锡市的陆星分别获得第二、第三

名。在标枪决赛中，苏州市周宇杰、周俊宇和
扬州市陈尧帝分获前三名。 在男子17—18岁
组10000米决赛中， 代表常州市的王邱翔以
33:12.32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代表扬州市谢
志鹏和代表无锡市朱家琦分别获得第二、第
三名。在女子17—18岁组800米决赛中，南通
市王珠涵以2:23.45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扬
州市仇之颖、钱思雨分别获得二、三名。在男
子17—18岁组跳高决赛中，苏州市王振以2.10
米成绩获得第一名，南京市施昌豪、扬州市潘

淳分别获得第二、 第三名。 女子13—14岁组
100米—200米全能赛中，代表苏州市陈诺、陆
书洺和代表扬州市吴庆文分别获得前三名。

6天的比赛中， 志愿者的服务是赛事运
行不可或缺的部分。昨天，在烈日下操作着
摄像机的志愿者来自扬大商学院，“此次扬
州大学共派出180多名志愿者支援省运会青
少年部田径赛，我们非常荣幸能加入其中。”
志愿者徐若琳说。据悉，本次赛事志愿者分
为器材组、礼仪组、竞赛保障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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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谊服务区地处京沪高速与沪陕高
速的交会处，地理位置重要 ，也是扬州城
市魅力展现的一个窗口 。” 余高阳表示 ，
他们将按照全国一流的百佳示范服务区
为标杆建设正谊服务区 ，让过往的车主 、
旅客享受到更为优质的服务 ，“我们计划

与江广高速改扩建工程同步投入营运使
用。”

记者了解到， 江广高速公路扬州段改
扩建工程起自江都正谊枢纽，止于泰州界，
途经江都区仙女镇、大桥镇、浦头镇，全长
19.22公里。全线同步建设大桥互通，扩建

正谊服务区，江都区同步建设浦头互通。目
前项目主线工程与房建工程已经完工，主
线八车道已经先行开放交通， 大桥互通与
浦头互通进行设备调试，项目预计6月开展
交工验收工作。

通讯员 张昕 潘大为 本报记者 露莎

全面打赢“减化”攻坚战
2018年度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和减化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吴忠祥）
昨天， 我市召开2018年度江淮
生态大走廊建设和全市减化工
作部署推进会，总结江淮生态大
走廊建设和全市减化工作进展
情况， 部署推进今年各项目标
任务和重点工程项目。 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陈扬主持会议并
讲话。

陈扬指出 ， 要在思想上
进一步高度重视 ， 从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的角度做好江淮生态大走廊
建设各项工作， 从扬州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需要的角度做好江
淮生态大走廊工作， 从扬州率
先提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
思路角度做好江淮生态大走廊
工作，确保扬州江淮生态大走
廊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要在工
作上进一步突出重点， 加快推
进高宝邵湖“三退三还”、村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 环境脏乱差
治理等工作， 重点要抓好减化
任务工作。

据悉，2018年度我市江淮
生态大走廊建设“八大工程”，共
58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44.4亿
元。全市共有41家关停化工企
业通过了市化联办的现场验
收，2018年全市“减化”年度目
标任务为关停57家、 转移1家
化工企业 ，其中 ，宝应4家 、高
邮12家、仪征8家(含转移1家 )，
广陵1家、江都27家、瘦西湖景
区3家、 生态科技新城1家、化
工园区2家， 涉及环境敏感区
内需关停转移的化工企业共
39家 。与此同时 ，江都区结合
自身化工企业 “小 、散 、乱 ”的
具体情况， 明确今年关停125
家化工企业的工作目标，预计
全市2018年关停155家、转移1
家化工企业。

以思想大解放引领高质量发展
“扬州社科专家基层行”首站走进沿湖村

本报讯 （邗萱 张玉菁）
昨天，“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发展
高质量———扬州社科专家基层
行”活动举行，我市相关部门负
责人及专家学者首站走进邗江
区方巷镇沿湖村， 以社科专家
下基层开展调研活动的形式积
极贯彻落实省委、 市委关于解
放思想大讨论的要求， 以此发
挥社科界在推进思想大解放、
推动发展高质量方面的智库作
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龙
参加活动并讲话。

姜龙提出， 解放思想是党
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
想不是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
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
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
解放思想是一项必须自觉长期

坚持的行动。 解放思想大讨论
要落到推动扬州高质量发展的
实处。 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发展
质量的全面提升， 用创新的思
维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矛盾和
问题， 着力实现解放思想和改
革开放相互激荡、 观念创新和
实践探索相互促进的良好局
面， 推动扬州各项事业再上新
台阶。 我市社科理论界要在解
放思想大讨论中发挥引领作
用。 鼓励引导广大社科学者以
现实问题为取向， 积极回应来
自实践的呼唤，积极参与到“基
层行”活动中，从现实中汲取新
鲜经验，掌握第一手材料。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
扬州大学乡村振兴产学研合作
基地正式挂牌。

以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创新
市纪委市监委专题部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本报讯 （周晗） 5月23日，
市纪委市监委专题部署深入开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李航主持会议并部署工作。

李航说， 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 要把推进思想解放的要求
融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中，结合将要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夯实系统
学、深入学的部署要求，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努力把思
想解放建立在对新思想的学深
悟透、知行合一上来，确保思想
解放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

李航要求，市纪委监委机
关和巡察、派驻机构的全体纪
检监察干部 ， 要精心组织实

施 ，搞好分类指导 ，采取具有
针对性的方式方法，有的放矢
组织开展，特别是要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围绕监察体制改革
后新情况新标准新要求，围绕
推动本部门工作，坚持实事求
是 、知行合一 ，以大讨论活动
激发工作动力，以工作绩效检
验大讨论活动成效，通过思想
解放，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
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全面激发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敢闯敢试、 善作善为的热情，
努力在“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履职到位 ”上有新作为 ，真正
让解放思想、干事创业成为一
种风气 、一种氛围 ，不断开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新局面，为推动扬州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80余幅海上画派精品亮相
《翰墨盛彩》中美书画艺术交流展开幕

本报讯 （秦瑶 王鹏） 昨
天，“侨” 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暨《翰墨盛彩》中美书画艺术交
流展在扬州八怪纪念馆开幕。市
政协副主席程吉林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精选代表性的旅
美艺术家、美中书画院国内各

分院代表、 上海及周浦等30多
位书画家代表参与，80多幅海
上画派精品以中国画为主，附
以书法及部分油画作品。 当天
下午， 我市及部分参展画家举
行交流笔会， 就各类中西艺术
互动专题进行研讨。

江广高速正谊服务区升级改造中，18家品牌入驻———

正谊服务区打造
新型智能服务区
计划与江广高速改扩建工程同步投入营运

随着江广高速

改扩建工程的推进，

同步扩建升级的正

谊服务区将通过引

进一流餐饮购物品

牌、升级便民服务设

施等，成为新型智能

服务区。

昨天上午， 记者在正谊
服务区看到，肯德基、DQ、罗
森便利店、 永和大王等平常
只能在市区看到的餐饮 、购
物品牌都在服务区内加紧装
修，为营业前做最后的准备。

“星巴克、冶春等品牌也
正在陆续进场， 共计18家一
流餐饮、 购物品牌将在正谊
服务区亮相。”正谊服务区经
理余高阳告诉记者， 服务区
以开放式明档设立驿客餐
厅， 同时兼顾国际品牌与扬
州本土品牌的结合， 给了过
往车主更多的选择。

据统计， 江广高速扩建
前 每 日 平 均 断 面 流 量 为
55000辆车辆，正谊服务区南
北区平均每日接待6600多辆
车辆 ， 旅客流量约33000人
次， 扩建后预计每日平均断
面流量为90000辆车辆，南北
区平均每日接待11000多辆
车辆，旅客流量约55000人次。
余高阳表示， 以服务区为平
台，打造“高速商圈”，对于旅
客和品牌都是互惠互利的。

一流品牌
打造“高速商圈”

A B 园林风格处处彰显人文关怀

C 预计与高速改扩建工程同步使用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国际微电影展征集启事
“联创置业”中国·扬州首届运河主题

国际微电影展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
报业协会、江苏省委外宣办、中共扬州市
委、扬州市人民政府、世界运河历史文化
城市合作组织 (WCCO)主办 ,中共扬州市
委宣传部、扬州报业传媒集团等单位承办
的大型微电影主题文化活动。本次活动旨
在通过镜头用艺术的思考与表达,讲述运
河故事 ,发现运河之美 ,通过电影形式 ,保
护好运河文化,传承好运河文化,利用好运
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我国文
化软实力的全面振兴创造价值。

为了拍摄更好的微电影作品参与本
次影展，扬州报业传媒集团现面向社会征
集微电影剧本及拍摄团队。应征作品要求
如下：

1.创作的微电影作品内容与运河相关;
2.作品内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 ,无色

情、暴力、血腥等不良内容,遵守中国国家
法律法规和各民族习俗;

3.应征作品应确认拥有著作权、版权,
不会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如有
任何相关的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由应征
者本人承担;

4.所有应征作品一律不予退还 ,请自
留备份;

5.影片类型:剧情片优先;
6.时长:30分钟以内。
有意者请于10日内将应征作品的相

关资料 （包括剧本及主创团队介绍等）及
拍摄费用预算报送至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联系人：朱先生，电话18952781907；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525号扬州报业传
媒集团；邮箱840570664@qq.com。

应征作品一旦被选中，扬州报业传媒
集团将提供全部拍摄经费。

共建数字化
建造技术中心

扬州职大与扬建集团合作

本报讯 （楚楚 杨铭） 日前，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扬建集团
签约共建数字化建造技术中心。
该中心将依托双方优势资源，将
资金、技术、项目、管理等要素集
成配置，并聚焦建筑信息化技术，
开展建筑信息模型（简称BIM）工
程技术服务、技术人才培养、培训
与认证、 应用技术研发以及装配
式建筑深化设计等。

扬州职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吴书安表示， 双方的合作不仅仅
是共建，在合作过程中，还将汲取
国际最前沿的BIM技术及资源 ，
结合BIM技术对土建类专业课程
进行改革，同时，针对建筑市场的
行业发展及需求， 运用BIM技术
共同开发土建类专业的教材及其
他教学资源。

服务区内各大
品牌纷纷入驻。

服务区内园林风格建筑处处可见。露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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