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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最高奖30万
《扬州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暂行办法》修订版发布———

本报讯 （张玉菁 扬安监) 昨
天，记者从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
现场了解到，我市最新修订的《扬
州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修订
版《办法》对一些内容做了最新调
整，上调了部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标准， 最高奖励金额由3万元上调
至30万元。

《办法》遵循“合法举报、适当
奖励、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
受理、谁奖励”的原则，适用于扬州
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矿商贸行业领
域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有关消防、道路交通、水上交
通、渔业船舶、特种设备等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举报事项除外。
举报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举报前安全监管部门尚未发现，后
经查证属实的， 对举报人给予奖
励。以下情形不适用：不属于安监
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无明确的举
报对象或违法行为的；已经受理或
者正在办理的举报，举报人向安监
部门再次提出同一举报的；举报前
安全监管部门已经发现且正在处
理的； 应当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诉
讼、仲裁等途径解决的；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

《办法》明确，对举报安全生产
一般违法行为的，奖励200元至500
元； 举报安全生产较重违法行为

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举报安全
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非法
违法行为的，奖励行政处罚金额的
15%，最低奖励3000元 ，最高不超
过30万元。

对举报瞒报、 谎报事故的，按
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和查实举
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
其中：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
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故按每
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万元计算；
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
励5万元计算； 特别重大事故按每
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6万元计算。
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以上奖励
金额为税前数额。

施桥镇一土地遭渣土车
大面积倾倒垃圾

市“263”专项行动办公室来到开发区暗访发现———

近日，市“263”专项行动办
公室来到开发区进行暗访。此
前，市“263”专项行动办公室接
到开发区施桥镇居民投诉，称
一片土地遭到渣土车大面积倾
倒垃圾长达2年之久。

在施桥镇扬州市农业科技
中心南面的一大片空地上看
到，这里地势突然高起，仔细一
看，长满了杂草的山坡下方，竟
然都是堆积的垃圾， 这些被倾
倒的垃圾早已堆积成了小山。

“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渣
土车开来就在这边倾倒渣土。”
扬州市农业科技中心内的工作
人员苦不堪言，“前后倒了两年
多时间了，断断续续的，去年上
半年很多， 我们白天都能看到
渣土车倾倒。”市农业科技中心

的工作人员无奈表示，“我们都
不知道是谁倾倒的， 每次来都
倒很多垃圾， 对周围环境实在
影响太大了。”

在现场，记者看到，垃圾堆
积的高度有近3米高，堆积占地
面积有上万平方米。 在垃圾堆
放点附近还有一个水塘， 水塘
的岸边也可以明显看到堆放了
好几米的垃圾。 而在河岸边行
走，能闻到明显恶臭。这块土地
属于谁？ 究竟属于谁管理？市
“263” 办从施桥镇国土部门了
解到，该地归属村庄拆迁了，一
直没用。

“我们已经对土壤和所丢
弃垃圾进行采样， 如果结果超
标 ， 有可能对土壤有很大污
染。”市“263”办公室表示，对此
发现的问题都已详细记录，并
且他们还将继续追踪。

记者 赵磊 薛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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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璐

近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六集
大型纪录片《国之大运：改变中国的
故事》（以下简称《国之大运》）摄制组
来扬州取景。在结束了方巷镇沿湖村
的拍摄之后，昨天，摄制组一行已经
到达高邮，聚焦双黄蛋、咸鸭蛋。随后
还将在邵伯湖、 江都博物馆等地取
景。去年7月中旬起，该纪录片摄制组
就曾多次来扬调研， 全方位了解扬
州，为纪录片搜集素材。

据透露，《国之大运》将于年底前
在央视纪录频道和浙江卫视播出。

结束了前一天在方巷镇沿湖村
的拍摄之后，昨天，摄制组一行已经到
达高邮。“此次来扬州的拍摄， 最主要
的一个点就是高邮的双黄蛋、 咸鸭
蛋。”《国之大运》分集导演之一的李冠
男介绍，在高邮的拍摄从昨天下午开
始，将会一直持续到18日，19日上午会
去江都博物馆和邵伯湖拍摄。“来高邮
的前一天，我们去到的是方巷镇沿湖
村，拍摄的是沿湖村渔家学堂里渔娘
示范制作龙虾仁披萨，渔民们在民俗
里收看世界杯等生活场景，还有建设
中的渔家书房等镜头。”李冠男说。

“我负责的是其中一个分集，在
扬州拍摄行程有一周左右， 此外，其
他分集摄制组也会在扬州取景。”李
冠男介绍，去年，摄制组就曾来过沿
湖村搜集渔民上岸定居后的生产生
活场景。同时，在《国之大运》率先发
布的一段2分多钟的片花中也有不少
扬州元素， 如淮扬菜大师居长龙、广
陵琴派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维衡等
纷纷出镜。

其实，早在正式开拍之前， 《国之
大运》 制片人及总策划张海龙就带着
摄制组成员进行前期调研， 重走一遍
大运河，通过实地感受的方式，对沿岸
的城市和故事进行进一步整理， 随后
按新的思路把脚本重新写好定稿。“纪

录片的拍摄讲究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周期比较长，我们一定要按故
事的形态去寻找适合的镜头以及场景。” 张海龙说， 自去年7月中
旬起，他们就曾多次来到扬州，“说起大运河，扬州是个绕不开的城
市，可谓是大运河沿线的核心城市”。

穿红衣送手环为考生加油
昨天上午7：30， 距离考试还有

一个半小时， 在树人学校南门街校
区， 身着红色T恤的老师们排列成
“V”字形，并向考生们竖起大拇指。
“大拇指寓意孩子们是最棒的，V字
形代表‘胜利’，希望孩子们沉着迎
考，取得胜利。”树人学校一名教师
笑着说， 考试前班主任还给每个孩
子分发了棒棒糖，希望大家都“棒棒
哒”，在候考教室，老师们还贴上了
祝福对联，为考生加油鼓劲。

“九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早
晨7:45， 梅岭中学的全体班主任们
也身着红衣， 拉起红色横幅迎接走
进考场的学生。与此同时，翠岗中学
每个初三考生都手带幸运手环。“这
是老师送的，上面写着‘翠岗和你在
一起’‘梦想、拼搏、成功’。带上一定
会带来好运。”一名考生说。翠岗中
学教师张慕琳告诉记者， 送手环是
希望学生能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
祝福，祝愿他们在考场上正常发挥。

新玉种来扬寻求合作
未来将合作设计更多佳作

陕西地矿汉中玉是第一次来
扬展示，近年来，由于和田玉资源
的越来越稀缺， 更多替代玉种进
入玉器工艺品市场。汉中玉，是继
和田玉、岫玉蓝田玉、独山玉之后
发现的又一珍贵玉种。

此次汉中玉来扬， 不仅是展
示，更是来寻求合作。汉中玉各品
种中，当属“金香玉”为其中上品，
呈透明玻璃光泽， 尤为珍稀的是
其带有天然咖啡香味。“金香玉”
的特殊气味能够吸引蜂蝶， 驱赶

蛇虫， 因而自古以来都被视为趋
吉避凶的祥瑞之物。 随着陕西地
矿汉源玉业产业的发展和资源的
可持续开采， 如何将古今传神的
金香玉走进千家万户？ 这成为他
们亟待破题的事情， 据了解，目
前，他们已经开始与“扬州工”形
成战略合作， 利用扬州工的技术
手段与人才， 来制作出符合老百
姓喜欢的样式和产品。

中国（扬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玉石雕精品博览会开幕———

传统工艺巧夺天工
文创产品争艳展会

本报讯 （记者 聂超） 昨日，为期4天的2018中国（扬州）大运河文化
旅游博览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玉石雕精品博览会正式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百家企业共聚扬州，交流传统工艺与现代文创理念。

文创争艳展会
来看看扬州元素的创意作品

创新是发展的永恒主题，记
者在此次展会上注意到， 文创产
品展示是一大亮点，“创客们”的
新鲜创意， 体现出文创产品源源
不断的活力和创造力。一进展馆，
围绕“瘦西湖”为主题文创的产品
便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 从胶带
纸、线状书到茶具精品等，琳琅满

目的文创产品都充满了瘦西湖印
记和扬州元素。

乾隆皇帝最爱的珐琅工艺也
被运用到了多种瘦西湖文创产品
之上。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清
乾隆掐丝珐琅扁壶”器型的“福转
乾坤茶具”，还荣获了江苏省“紫
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的银奖。

五亭茶韵骨瓷系列套组、 皮包水
茶杯……精彩纷呈的创新设计展
现了扬州的韵味。

除了本地的创新创意外，在北
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展区，这里汇
聚了包括北京故宫文创在内的5家
明星企业。南京云锦文创、景德镇
陶瓷文创、苏州刺绣文创也展示了
他们最新的文创产品。此外，最远
来自辽宁丹东的非遗刻瓷技艺现
场展示，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还展
示了数百件师生文创作品。

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
展现原汁原味的中国瑰宝魅力

此次展会上， 传统工艺也推
陈出新，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巧夺天工的扬州玉雕， 精美
绝伦的燕京花丝镶嵌、 精致华美
的苏州缂丝……这些中国传统手
工艺在博览会上的亮相， 展现了
原汁原味的中国魅力。

提到扬州玉雕， 很多人可能
会想到花、鸟等传统图案，不过在
展会现场，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王
金高展示了他的最新创意， 以银
杏为创意元素的系列套组 《人

生》。王金高告诉记者，银杏是植
物界的国宝、 活化石， 也被称为
“公孙树”。“每年秋天， 金黄色银
杏成为扬州的一道风景。 在设计
时，我选用了俄碧、黄玉和糖玉三
种， 来展现银杏从春天到深秋的
不同阶段。”

展会现场， 北京东方艺珍花
丝镶嵌厂将展台放在了醒目位
置， 这是他们企业第一次参加北
京以外的文博会。“采金为丝，妙
手编结，嵌玉缀翠，是为一绝。”花

丝镶嵌是花丝工艺与镶嵌工艺的
结合，也是“燕京八绝”之一。奢华
典雅的设计、 金丝银缕与珠宝翠
钻的巧妙结合， 此次展会上除了
传统作品展示， 他们还带来了一
系列的文创产品， 包括了花丝手
包、12花神胸针等设计一经亮相
就受到现场观众的喜爱。“是把原
来传统的手工艺进行了创新，开
发了一系列的创新型产品， 而且
这些产品是独创的， 符合现代生
活的需求。”北京东方艺珍总经理
陈玉杰表示， 扬州本身有漆器玉
器，历史悠久，未来，希望北京的
文创产品和扬州的文创产品可以
联手做大，融合发展。

政 务 速 递

共筑安全生产“防火墙”
我市开展2018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玉菁）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今
年是全国第十七个、 全省第
二十五个 “安全生产月”。昨
天， 我市2018年 “安全生产
月” 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京华
城北广场举行。 副市长何金
发出席活动并讲话。

今年安全生产月的活动
主题是 “生命至上， 安全发
展”。围绕这一主题，我市组
织开展了内容新颖、 形式多
样、 群众广泛参与的宣传教
育活动，积极营造“强化红线
意识、落实安全责任、重视生
命健康、促进安全发展”的浓
厚氛围。通过安全教育“进企
业、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
及农村、 进家庭、 进公共场

所”，为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平稳好转提供了较好
的社会基础。

何金发提出，全市各地、
各部门要利用“安全生产月”
有利契机， 牢固树立生命至
上、 安全发展理念， 凝聚共
识，强化意识，提升安全综合
素质； 要通过重点行业领域
专项整治的扎实推进， 严格
责任，强化监管，标本兼治；
要通过“执法提升年”活动的
不断深化，铁腕执法，打非治
违，依法治安；要以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
态度，牢牢守住“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条红线，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保障夏收夏种夏管
市领导督查“三夏”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昨
天上午，副市长丁一率农口有
关部门负责人一行赴江都，深
入田间地头督促检查 “三夏”
大忙生产工作进展情况。

丁一一行先后实地查看
了丁沟镇粮管所， 详细查看
了解收购仓容、 当期小麦交
易价格和资金给付情况。

在吴桥镇夏种现场，检
查组一行查看了“三五斗”农
机综合服务合作社的无土穴
盘育秧、 无人驾驶机插秧等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效能展

示。
丁一要求， 夏收工作要

抢抓晴好天气， 加快收割进
度，确保颗粒归仓；要抓好水
稻抢栽，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强化农机统筹， 巩固提升全
程机械化水平； 粮食部门要
全力保障夏粮收购仓容，要
通过腾仓、集并、租用社会仓
容等措施， 保证收购农民余
粮的需要；水利、农机、环保、
农业等部门要通力协作，抓
好秸秆禁烧， 保障夏收夏种
夏管工作顺利推进。

管好“三资”服务乡村振兴
市领导调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
昨天下午，副市长丁一召集
农工办、农委、财政、农机等
涉农部门相关负责人，赴江
都区调研农村集体 “三资”
管理工作， 并召开座谈会，
与部分乡镇、村农经工作人
员进行交流，探讨农村集体
“三资” 管理， 助推乡村振
兴。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内容，也是惠民生、得民心
的好事实事。近年来，我市先
后出台了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和确权发证工
作等相关工作意见和实施方
案， 从制度上完善和强化对
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部
署开展“阳光三农”管理新系

统建设工作，把农村扶贫、农
村集体财务与“三资”管理和
农村惠农补贴发放融入其
中。目前，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信息系统基本实现网上记
账，并与“E阳光”手机APP之
间信息数据互联互通， 市县
镇村四级联网， 达到了好用
实用管用的目的。

丁一要求， 要扎实开展
新一轮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工作， 深化推进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合作制度改革，规
范农村集体产权交易行为，
完善村级财务管理会计核算
机制，全面推行“村务卡”制
度，推进信息平台融合贯通，
努力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信息化无缝衔接， 阳光下
运行，接受群众监督。

扬州在行动“263”

老师“花式”送考
为考生加油

昨天中考首日，我市初三考生自信迎考

穿 红 衣 站

“V”形队伍为考
生加油鼓劲 ，送
棒棒糖、 幸运手
环祝福考生从容

应考……昨天是
中考第一天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天， 记者在不同
的考点发现 ，老
师们以“花式”送
考的方式为孩子

们加油打气 ，而
考 生 们 带 着 家

长、 老师们满满
祝福， 自信从容
地走进考场 ，迎
接人生中首场重

要的考试。

带您走进莎翁的戏剧世界
作家傅光明23日作客扬州讲坛

本报讯 （记者 黄静） 记
者昨从鉴真图书馆获悉， 作家
傅光明将于23日作客扬州讲
坛。作为莎剧新译者，傅光明将
带您走入莎剧的新世界。

在一百多年莎剧的中文传
播史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
一直替莎士比亚说着各种各样
的中文。如果莎士比亚说中文，
他会讲怎样的中文呢？ 一个时
代应有一个时代的莎剧译本，
这也是傅光明以一人之力新译
莎剧的初衷。届时，傅光明将就
相关主题进行演讲。

傅光明，学者、作家，1965

年生于北京，复旦大学博士后，
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河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著
有 《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
的戏剧世界》等。从2012年9月
起， 他开始以一人之力新译莎
士比亚全集， 并将由天津人民
出版社陆续出版。 此次讲座于
16日上午9点开放微信订票，市
民登录扬州讲坛官方微信平台
（jianzhenlib）即可订票，每个手
机号可订2张票，无需领取纸质
票。 订票手机收到有关座位号
信息后， 可于23日凭手机扫二
维码入场。

端午小长假：全市多云天气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

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了端午
假日期间天气，全市以多云天
气为主，最高气温30℃～32℃，
总体较为适宜出行， 注意防
晒。 具体预报为，16日晴到多
云，东到东南风3～4级逐渐增
强到4～5级， 气温21℃～31℃；
17日晴到多云 ， 气温 20℃～

31℃；18日多云有时阴， 气温
21℃～31℃。 从目前最新的气象
资料看，19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
雨或雷雨；20日多云到阴。 气象
专家表示，目前，夏收工作已进
入尾声， 夏种进入高峰时期。请
利用好天气做好夏收的收尾工
作，确保颗粒归仓；及时播栽水
稻，并加强苗期的田间管理。

考生们神态轻松地步出考场。王乃驷 摄

参会者观赏精美的漆器展品。文斌 摄

博览会现场一件“龙袍”展品。庄文斌 摄

参展艺人展示传统非遗技艺

“刻瓷”作品。 文斌 摄

精美的玉器展品。王乃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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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玉种与“扬州工”寻求战略合作

三天考试 学校定制“中考菜谱”
胸有成竹（糯米蒸仔骨）、 鸿运

当头：（鱼头豆腐汤）、前程似锦（素炒
什锦）……在田家炳实验中学考点，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考生以最佳状态
迎考，食堂的午餐也讨足了彩头。

“这三天的菜单‘彩头’还不太
一样：第一天主题是鼓舞士气，第二
天是再接再厉， 最后一天是金榜题

名。”该校总务处副主任王继玉告诉
记者，中考期间，学校初三考生都会
留在学校就餐，学校特意为学生“加
餐”，平时的午餐标准升级到了“两
荤两素一汤一水果”，但价格保持不
变，“餐单是由专门的营养师开的，
我们还是以清淡为主， 确保学生吃
得健康吃得营养”。 记者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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