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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玉菁） 昨天，本报以《大学生“创客”叫卖绿杨
春》为题报道了扬州大学“90后”女孩葛志荣的创业故事和“绿杨春”情
结，新闻一经报道便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扬大旅游烹饪学院师生，
以及多位茶界“大咖”纷纷对绿杨春“创意茶铺”新闻点赞、转发，为葛
志荣的茶铺项目出招献策。

“通过《扬州日报》的报道，我们茶铺立刻吸引了不少校内外人士
的关注，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葛志荣笑着表示，23日，扬大旅烹学院团
委老师不仅积极推送、宣传新闻，还第一时间联系了我，详细了解了
“创意茶铺”项目的推进情况。“他们希望组建一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进一步探索扬州绿杨春茶的历史文化，深挖绿杨春的价值，建立资源
共享平台，为我们牵线搭桥，帮助产品创新升级。”

让葛志荣意外的是，受报道影响，她身边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想
要加入“创意茶铺”工作室。“有的是茶文化爱好者，有的就是普通的年
轻人，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团队，为推广传统中国茶、扬州茶贡献一些
力量。”葛志荣表示，截至昨日已有6位学生主动上门咨询加入茶铺项
目事宜。“传统绿杨春、茶文化能够吸引到年轻人的关注，是最让我开
心的事儿，感觉一切辛苦都值得。”

校园之外，扬州绿杨春茶叶协会、知名茶企等一些茶界人士也纷
纷为葛志荣的项目转发、点赞、出谋划策，扬州绿杨春茶叶协会会长潘
斌，扬州绿杨春茶叶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春，扬州市绿杨春茶叶协会秘
书长朱少琳，扬州茶文化艺术协会副会长周爱东，苏茶专家、新华社江
苏分社记者周放，金万鸿国际集团(JWHI)董事长、星期六茶会创始人
芦书峰，溧阳天目湖茶研究所负责人缪惠民，高邮茶界名人陈娟等人
纷纷为扬大绿杨春茶铺齐点赞，有的茶企还伸出了未来合作的“橄榄
枝”。“今天，我们应扬州聚源春茶厂负责人张春邀请，来到聚源春扬州
公司就项目发展进行深入的交流座谈。”葛志荣表示，看到张总带来的
几款茶博会的新品后，大家开始探讨将绿杨春研磨成粉开发新产品的
可能性。此外，又从线下的直销谈到线上的售卖，得到了诸多实用的建
议。“我们发现，扬州许多茶企、茶界人士都非常关心新时期扬州绿杨
春茶叶的发展，希望在传承中求新，在创新中转型。”

通过大家的鼓励，葛志荣的创业劲头更足了。正如一位扬州茶友
在留言中说的，他希望借助“茶文化进校园”，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
统茶、扬州茶，希望成功推进一批以“绿杨春”为主题的创业创新项目，
赋予传统茶文化新时代的意义，为扬州绿杨春茶注入新的发展力量。

免费强检为扬企
减免1296万元

“计量精准服务企业行”系列活动举行———

通讯员 柏玮娜 本报记者 赵天

今年5月20日是第19个 “世界计
量日”。22日，由市质监局组织的 “计
量精准服务企业行”系列活动在市计
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举行。来自广陵区
经济开发区的数十位企业负责人深
入实验室参观体验，感受计量技术为
“提质增效”带来的质量服务，营造诚
信经营、公平的市场环境。

落实免费强检政策
去年为扬州企业减免1296万元

去年3月28日，质检总局发布《关
于贯彻落实取消或停征四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决定的通知》，自2017年4月
1日起， 取消或停征四项中央设立的
质监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强制计量
检定器具实施免费检定。

“强制检定免费的范围主要是涉
及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
境监测以及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和部
门或企事业最高计量标准的计量器
具， 不仅与实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也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市计量检
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钱静表示，2017
年4月至12月， 我们对市区1172家企
业的125850台 （件 ）仪器设备实施免
费强制检定 ， 直接为企业减免了
1296.9974万元的费用。

“我们公司的计量器具较多，以
前每年的强检费用就要20万元、30万
元。” 前来参加活动的市区一家企业

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去年免除了检
定费用， 切实减轻了企业和个人负
担，促进了企业发展。 市质监局计量
处负责人徐瑞鸿说，企业发展的核心
是产品， 计量检测保障产品质量，推
动企业发展。除了落实免费强制检定
政策， 我们还利用 “世界计量日”和
“质量月”等时间节点，陆续开展免费
检测、 免费咨询等宣传培训活动，促
进计量知识向社会普及。

每月首个星期一
为市民免费检定水银血压计

“说到计量，许多人觉得陌生，但
实际上，它和我们的安全、健康、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市计量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市场用的电子秤，家庭用的
水表、电表、燃气表，加油站用的加油
机等，都需要计量。昨日，就不少市民
关心的计量器具的问题，市计量所相
关负责人也作了细心的解答。

不少经常使用水银血压计的人
可能存在一个疑惑，家中的水银血压
计用了几年了, 可最近检测总是感觉
不准确,哪里出了问题？

“与电子血压计相比较 ，水银血
压计采用的是机械化测量 ， 稳定性
好。按照相关标准，水银血压计需要
半年检测一次。” 市计量所工作人员
表示。

据悉，如果市民发现水银血压计
不准确， 可能因为水银泄漏所致，而
造成水银泄漏有人为因素和血压计

部件故障两个原因。
“正确使用方法是 ，在血压计使

用完毕后将其倾斜45度以上, 使水银
返流回贮汞瓶中后，再合上开关,将水
银关闭在贮汞瓶中。”钱静说，10多年
来，市计量所一直坚持为群众免费检
定血压计， 并且免费维修水银血压
计，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有专人检
修，有需求的市民可自行前往。

发现出租车计价器铅封损坏
可拒绝付款，并及时举报

近几年, 全国不少地方相继出现
出租车计价器安装 “跑得快”、“蹦得
快”仪器增加车费的现象。市计量所
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扬州有1866辆车
安装了计价器，一年一度进行强制检
验, 至今没有在扬州出租车计价器上
发现类似情况。对方介绍，出租车计
价器使用的铅封是计量所特别定制
的防伪铅封，市场上买不到。

“以往每年检验时,都会发现有出
租车司机将铅封弄坏,理由是铜丝氧化
了。”市计量所相关人士介绍，市民乘
出租车时要认准这个防伪铅封,如果没
有这个铅封或铅封动过了,可以拒绝付
款,并向客管部门、计量部门举报。

该负责人同时提醒， 出租车驾驶
员们也要注意，铅封是不能随意动的，
按国家规定， 破坏计价器准确度或伪
造数据，给消费者造成损失，将没收计
价器和全部违法所得， 并给予相应罚
款。

“三转两治”助推作风建设
本报讯 （胡迪 张玉峰 ）

近日，邗江区司法局召开“转职
能、转方式 、转作风 ”暨容错纠
错治庸治懒工作部署会， 贯彻
落实市司法局关于 《司法行政
系统‘转职能 转方式 转作风’
实施方案 》、区委 《关于建立容
错纠错治庸治懒机制 促进干

部担当作风的实施意见》 两个
文件精神， 教育和引导全系统
上下在履职尽责中转变作风 ，
在攻坚克难中锤炼作风， 在提
质增效中检验作风。

会议强调， 全系统上下要
充分领会两个文件精神实质 ，
把好容错纠错的运用尺度 ，开

好治庸治懒的制度良方， 树好
“勤廉兼优”的价值导向。积极转
职能优服务，推动工作职能向服
务型转变；转方式重落实，推动
工作方式向主动勤务型转变；转
作风树形象，推动工作作风向务
实高效转变。锲而不舍抓队伍建
设，驰而不息抓作风转变，努力
营造主动作为、服务高效、风清
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将“三转
两治”工作落地做实。

端午到瘦西湖
体验传统习俗

到唐子城看祭祀屈原活动

扬州旅游营销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昨日上
午，扬州旅
游营销中心
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
了夏季扬州
蜀冈 -瘦西
湖风景名胜
区即将举办
的 系 列 活
动，主要包
括瘦西湖端
午 系 列 活
动，唐子城
端午祭祀屈
原活动，“瘦
西湖·童乐
汇”活动和
“相约泉世
界·体验三
把刀”优惠
活动等。

导语

为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
化， 瘦西湖风景区积极响应国务
院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国策的号
召，深挖、感受节日背后的文化内
涵， 让传统节日不再停留于消费
层面，于端午节（6月18日）当天举
办一系列包括沐兰汤、制雄黄酒、
制香囊、 编五彩绳及刺五毒等具
有端午传统特色活动， 增强游客
及市民对端午文化的认识、 了解
与传承， 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

其中，沐兰汤是中国节日端午
节的一种卫生习俗。端午节当天活
动中，将由工作人员用菖蒲草沾备
好的兰汤， 在参加活动的人双手、
额头、脖颈轻轻拂拭一下，以示驱
除晦气。端午节饮雄黄酒的习俗由
来已久，工作人员将现场捣制雄黄
入酒，并在参与的孩子头上用笔沾
雄黄酒写“王”字，比作猛虎，以威
邪魅。 工作人员为孩子佩戴香囊、
编五彩绳并系上， 用剑刺五毒，并
讲解相关习俗。

6月18日下午2：30-4：30，蜀
冈唐子城风景区管理处将于汉
陵苑脚下汉唐文化街区举办“端
午祭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主
题活动 ，现场以祭祀典礼 、诗歌

朗诵、古典舞表演等多种形式共
同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 。净手 、奏乐 、燃香 、跪拜 、初
献 、亚献 、终献 、读祝 、撒江 、诵
《离骚 》、《橘颂 》、汉舞 、汉服秀 、

独唱 《重回汉唐 》的祭祀流程安
排及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在了
解屈原、 纪念屈原的基础上，解
读古人祭祀仪式文化内涵，号召
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大力弘
扬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有利于
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
断提升唐子城风景区的文化内
涵。

7月至8月，扬州旅游营销中
心倾力打造的第四届 “瘦西湖·
童乐汇”亲子研学活动，积极响
应 “扬州的夏日”活动，塑造“扬
州瘦西湖·精致慢生活” 核心品
牌，将雕版印刷技艺、木偶戏、扬
州剪纸、扬州面塑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验项目集于一体，现场还
可和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熊
猫、 萌萌兔等卡通人物一起合
影，给孩子留下一段快乐又充实
的童年记忆。

6月30日前， 扬州瘦西湖旅
游度假投资管理集团举办“相约
泉世界·体验三把刀”活动，入住
集团旗下酒店 （扬州迎宾馆、扬
州虹桥坊温泉酒店、扬州瘦西湖
温泉度假村、扬州瘦西湖友谊智
助酒店）， 每间客房均可获赠扬
州瘦西湖温泉门票2张。“早上皮
包水，晚上水包皮”，探访精致的
淮扬美食， 体验舒适的温泉沐
浴，感受中国温泉之城和扬州三
把刀的魅力，领略专属定制的扬
州慢生活。

夏日活动，“瘦
西湖·童乐汇”活动
再起航

C

端午临近，
瘦西湖举办沐兰汤、制雄黄酒等活动A

唐子城举办
“端午祭祀屈原”主题活动B

本报记者 吴涛

”

资料图片。

扬大“创意茶铺”团队人员展示绿杨春。

（上接1版） 我市成立了宁镇扬一体
化发展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 分设了
八个工作组负责专项工作的协调推
进，不仅编制了《宁镇扬一体化发展
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而且围绕交
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产业协同发
展等方面实施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和
产业合作。

融合发展不仅仅是资源的聚焦
与对接，更是发展动能的升级。通过

加快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发展，这几年
扬州借势借力，主动对接南京科教资
源，近三年，与南京开展科技创新、人
才引进合作530多项。 鼓励和组织企
业与宁镇两市高校院所开展科技合
作， 获批省级支撑计划项目30多项、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20多
个。

“通过这几年的大力推动 ，目前
全市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加速形成，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公共服务举措
更加完善。”该负责人说，尤其是旅游
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目前宁镇扬
交通、旅游实现了“一卡通”。

据悉，今年我市又明确了25个宁
镇扬一体化合作项目，并将这些项目
纳入全市重大项目库 ， 明确工作职
责、工作要求和工作序时，建立督查
跟踪机制，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考
核。

重大项目助推宁镇扬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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