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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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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玉峰

文昌路 （广
陵大桥-扬州西
互通） 提升改造
工程于 5月份启
动 ，6月 22日至 8
月底部分路段进

入半幅或分车道

施工阶段， 对道
路交通和市民出

行影响较大 。为
保障市民群众在

施工期间安全 、
有序、快捷出行，
避免和减少交通

拥堵，昨日，交警
部门发布出行引

导提示。

文昌路提升改造工程进入半幅或分车道施工阶段———

避堵 可从这些路绕行
交警部门建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或绕开施工路段

建议 绿色错峰出行或绕开施工路段

警方建议市民在施工期间
绿色出行，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

通过上述路段。 建议错峰出行，
尽量减少在 8：00-9：00，17：30-

19：00时段通过上述路段。 出门
前提前规划出行， 借助高德、百

度导航和媒体媒介发布的交通
出行信息，提前、实时规划调整
出行线路。改变出行习惯，尽量
选择周边道路通行，分担施工路
段交通流量，提高出行效率。

引导 这些绕行线路要记住

交警部门支招，当明月湖大
桥段发生车辆聚集或交通拥堵
时，由西向东方向，可从火车站
岗或双博岗右转向南从京华城
路绕行，或者从双博岗左转向北
从博物馆路绕行； 由东向西方
向，可从新区岗或国展岗左转向
南从京华城路绕行，或者右转向

北从翠岗路、国展路绕行。
当翠岗南门段发生车辆聚集

或者交通拥堵时，由西向东方向，
可从来鹤台岗右转向南从望月
路、文汇西路绕行，或者左转从翠
岗路绕行；由东向西方向，可从海
关岗、 水利岗右转向北从四望亭
路（翠岗路），或者左转向南从秋

雨路（望月路）、文汇西路绕行。
当润扬路-邗江路段发生车

辆聚集或者交通拥堵时， 由西向
东方向， 可从新区岗右转向南从
望月路绕行， 或者左转向北从翠
岗路、杨柳青路绕行；由东向西方
向，可从来鹤台岗、水利岗左转向
南从文汇西路、望月路绕行，或者

右转向北从翠岗路绕行。
当大学路-泰州路发生车

辆聚集或者交通拥堵时，由西向
东方向，可从市府岗、京华岗右
转向南从文汇东路绕行；由东往
西方向，可从解放东岗左转向南
沿解放南路、南通路绕行，或者
右转沿解放北路、 万福路绕行，
或者从解放岗左转向南沿泰州
路、南通路绕行，或者右转向北
沿泰州路、万福路绕行。

记者 张孔生

为了全面加

强城市出租车营

运秩序管理 ，提
升 行 业 服 务 水

平， 以良好的行
业形象迎接省运

会和省园博会在

我市举行， 昨天
下午， 市客管处
召开 “出租汽车
行业文明服务百

日提升活动 ”动
员会和新闻发布

会， 对出租车行
业服务提升工作

进行动员部署 ，
决定从 2018年 6
月20日-9月30日
在全市开展 “出
租汽车行业文明

服务百日提升活

动”，同时在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 ，
“出租车行业文
明服务 24条 ”正
式实施。

客管处召开“出租汽
车行业文明服务百日提
升活动”动员会

出租车行业出台文明服务24条

“规范营运不失信，上车问
路不拒载， 按表收费不宰客，合
理行驶不绕道， 车身清洁无破
损，车厢清洁无异味，车内整洁
无乱贴……”昨天下午，在市客
管处召开的“出租汽车行业文明
服务百日提升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市客管处负责同志宣布，“出
租车行业文明服务24条”正式出
台并实施。

今年年初，扬州发布“守规
矩、讲礼仪，扬州文明有礼二十
四条”。为将“扬州文明有礼二十
四条”更好地落实到出租车服务

行业，客管部门结合出租车行业
实际，总结提炼出了“出租车行
业文明服务24条”。“出租车行业
文明服务24条”囊括了出租车服
务的全过程，七个字一行，朗朗
上口， 包括遵章守纪 “四个要
领”、 车容仪表 “四个保持”、服
务行为“四个做到” 、安全驾驶
“四个注意”、爱岗敬业“四个要
求” 、热情待客“四个意识”。客

管部门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扬
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和“出租
车行业文明服务24条” 的宣传，
让两个“二十四条”都入脑入心，
落实到出租车行业的优质服务
上。

严厉查处无证“黑车”、非法网约车

除此之外，还将严厉查处无
证“黑车”、非法网约车、异地出
租车驻点经营等各类非法经营
行为，确保火（汽）车站营运秩序
良好，市区重点地区、重点路段
无“黑车”聚集。

市客管部门将加强监督检
查。组建提升活动各专业执法单
元，组建打击“黑车”工作组，对市
区火（汽）车站、大学城、武警医院
等重点区域进行反复打击， 对于
查获的无证“黑车”、非法网约车

和异地经营出租车， 一律从严从
重处罚； 同时组建巡游出租车检
查组，通过驻点检查、过堂检查、
企业抽查、路面巡查等手段，查纠
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重点查纠站
点喊客拉客行为；在此基础上，将
组建暗访检查组， 邀请市民观察
团、新闻媒体等代表，分早、中、晚
不同时段对巡游出租车的服务

质量进行暗访检查；同时组建信
息化抽查组，利用车载监控设备
对驾驶员在经营过程中吸烟、不
系安全带、接打电话、故意遮挡
摄像头等行为开展随机抽查，启
用站点抓拍系统，对重点时段的
站点秩序进行取证。各执法单元
应建立工作台账，每天移交违章
处理科处理。

私装车载电台一律拆除

据介绍，这次将加大对出租
车的规范化管理， 逐车过堂检
查。主要检查车辆破损、车漆脱
落、乱贴乱挂等现象，同步检查

车辆信息化设备，确保检查完好
率达100%。 同时将完善标识标
贴规范，清除多余的广告宣传标
识及过期的标签，达到外观整洁

美观。逐车检查车内设备是否完
好，拆除更新老旧破损不能正常
使用及私自安装的设备，做到设
备正确使用规范使用。对未经批
准私自加装的车载电台及天线
一律拆除，对未按照标准粘贴付
费二维码的一律清除。

同时注重经营行为文明规
范。将大力查处乱收费、拒载、强
行拼客、站点喊客拉客等营运违
规行为，力求乘客投诉率同期大
幅下降， 服务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

出租车
文明服务迎盛会

7月5日起 加密扬州至呼和浩特航班
暑期机票价格升温，及时购票仍有折扣

通讯员 丁佳伟

本报记者 露莎

暑 期 即 将 来

临， 不少市民开始
计划暑期亲子游 。
记者昨了解到，从7
月5日开始，扬州将
加密至呼和浩特的

航班。此外，随着暑
期的临近， 机票价
格呈升温趋势 ，不
过仍有折扣机票 ，
有出行安排的市民

可及时购票。

喝啤酒吃烧烤得注意

世界杯来了，球迷们嗨翻了

本报讯 （杨跃萱 丁云）
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
荼地举行， 面对四年一次的世
界杯足球狂欢，啤酒、烧烤成了
不少球迷标配。 记者昨从市食
药监局了解到， 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啤酒与烧烤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食用要适量，饮
用啤酒时切勿贪凉。

消费提示称， 部分流动烧
烤摊贩所使用食物原辅料来源
不清， 个别商贩常将肉串烤制
半熟、 售卖时再加工， 生熟不
分，易造成二次污染。此外，烧
烤食品烤制时间短， 中心温度
可能达不到杀菌的温度， 易导
致进食者感染消化道疾病、寄
生虫病和人畜共患病。

此外， 烧烤肉制品中形成
的苯并芘具有致癌作用， 对人
体健康具有潜在损害。

因此，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
经营的餐饮服务场所， 合理膳
食，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风险。

啤酒可提供热量，啤酒酿
造所使用的麦芽、酵母及酒花,
均为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不过 ，啤酒中含酒精 ，大量摄
入啤酒后，可能会造成酒精中
毒 。因此 ，啤酒需依据个人自
身情况适量饮用。建议男性每
天饮用量不超过750毫升 ，女
性每天饮用量不超过450毫升
为宜 。患病和服药期间 ，谨慎
饮用。不建议未成年人和孕妇
饮酒。

大数据“揪出”网上“黑外卖”
无证餐饮“借证”入驻外卖平台被查处

本报讯 （杨跃萱 丁云）
如今， 网上订餐已成为老百姓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有些
外卖店无证无照，却“隐藏”在
订餐平台上。前不久，宝应查处
一家通过“借证”入驻外卖平台
的无证餐饮店。 市食药监局人
员表示， 本月将试运行网络餐
饮信息比对系统， 利用大数据
专揪“漏网之鱼”。

“宝应已经处罚了两家，
一个是仿冒人家证， 在电脑上
‘PS’经营许可证件，骗取网络
平台登记。 一个是把证借给没
有证件的单位， 按照食品安全
法，每家处罚了3万元，共处罚
了6万元。” 市食药监局食品安
全监督所所长陈仟军表示。

本月1日，《江苏省网络食
品交易主体备案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 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 通过自建网
站进行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设立的从事网络餐饮服
务的分支机构，要先备案公示，
备案内容包括IP地址、 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证等， 入网餐饮服
务者还应具有实体经营门店。
从本月1日开始，相关网络食品
交易主体需在30个工作日内完
成备案， 逾期将面临5000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们今年已经跟一家信
息公司搭建了一个平台， 通过
大数据分析， 监测扬州地区所
有网络外卖商家， 跟我们发证
的信息比对，能够把证照不全、
超范围经营的显示出来， 有问
题的进行分类。” 陈仟军说，本
月将试运行该信息比对系统，
筛查出的违法违规行为， 形成
报告， 分发至各区市场监管部
门，有针对性地开展规范治理。
同时约谈网络平台运营商，针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真正为老百姓的网络订餐食品
安全构筑起“防火墙”。

城管进社区解决“身边事”

不仅管马路，还管社区事

本报讯 （通讯员 鲁臖臖

记者 赵磊） 记者近日从广陵
区城管局了解到， 该局汤汪城
管中队转变管理思路， 不仅管
大马路，还管社区，配合小区物
业、社区展开工作，解决居民的
“身边事”，得到了各方称赞。

汤汪乡是城郊接合地区，
外来人口多，人员构成复杂。汤
汪辖区九龙花园社区、 杉湾花
园社区这两个社区下辖的小区
就有近四万居民。 由于人员素
质等因素， 两个居民小区内沿
街经营秩序较差， 出店现象较
为严重， 管理难度大， 成为社
区、物业和居民的“头痛事”。

近日，杉湾花园社区、兰庭
物业协调了汤汪乡城管办、汤
汪乡城管大队共同对杉湾花园
一期至三期的商铺出店经营进
行了集中整治。前不久，杉湾花

园小区一居民在小区内架设大
锅烧制龙虾，占道经营到凌晨，
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
群众意见较大。 物业公司虽多
次进行劝导， 可收效甚微。为
此，汤汪城管大队、汤汪派出所
和物业、社区联手，一举取缔了
这一占道摊点， 赢得广大市民
好评。

“通过廉政教育，加强队伍
自身建设，通过常态化、日常式
的现场办公， 提升社区环境面
貌，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居
民幸福感。” 汤汪乡城管大队
负责人陈育表示， 汤汪乡这几
年纳入文明城市考核，开展“城
管进社区”活动，协助社区干部
开展日常城管管理， 成为名副
其实的文明“护卫队”，取得了
社区与执法部门、 管理与执法
互助的良好局面。

市区又添一休闲健身好去处

文汇路社区公园基本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文汇路与维扬路交叉口东北角
的原凤凰书城地块， 今年春节
还是一片空地。 昨天， 记者看
到，这里的工程建设基本完成，
已变身设施齐全的社区公园，
面积虽不大， 游玩的居民却不
少，居民们在这里跑步健身，亲
切地交谈，孩子们尽情地玩耍。

记者看到， 公园已经基本
建成， 环形跑道上铺设了红色
沥青，非常醒目；一株株香樟、
银杏、桂花、地被植物等构成公
园的立体绿化；儿童游乐场、篮
球场、羽毛球场、健身器材等健
身休闲设施， 满足了各个人群
的不同需求；长椅、休闲亭和长

廊则满足了人们的歇脚需求；
新建成的停车场， 也缓解了居
民的停车难题。

对于家门口建成的公园，居
民们都很开心，几位居民在跑道
上散步， 遇上熟人停步拉起家
常。孩子们则在公园里欢快地打
球。“公园就在家门口，每天下午
都要来公园里走几圈，遇上熟人
还可聊聊天，健身又开心！”住在
康乐新村18幢的黄大妈说。

据悉， 凤凰书城地块口袋
公园是今年我市计划建设的口
袋公园之一。 公园北靠康乐新
村，东临康乐新村门前道路，南
临文汇东路，西临维扬路，用地
面积16000平方米。

廊
桥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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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昨天，施工人员正在城市南部快速通道渡江南路
上空加盖人行天桥廊桥廊道屋面。近日，该天桥廊桥

廊顶建设工程开始收尾。
濮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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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线 下月呼和浩特航班将加密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 ，
以及期末考试的陆续开
始， 暑期也将拉开序幕。
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市民
更多的出行选择，春秋航
空将加密扬州至呼和浩
特的航线，执行班期2018
年 7月 5日至 2018年 10月
27日。

据悉， 此次加密的航
班由春秋航空执飞， 采用
空客A320机型每周四、六
执飞，共计两班。具体时刻
为：航班号9C8621/2，每周
四从扬州15:20起飞，17:55

到达呼和浩特，回程20:00
从呼和浩特出发，22:25抵
达扬州；航班号9C8621/2，
每周六从扬州17:30起飞，
20:05抵达呼和浩特，返程
20:50从呼和浩特出发，23:
15到达扬州。

记者了解到， 此前扬
州至呼和浩特的航线每周
二、周六执飞，由呼和浩特
往返泰国经停扬州， 加上
此次加密的航班，至此，扬
州至呼和浩特每周有四班
航班，分别为周二、周四各
一班，周六两班。

票价 机票价格升温，及时购票仍有折扣

随着暑期来临， 机票价格也逐
步升温，6月底和7月初呈现了机票
价格和出行的双高峰， 部分航线价
格最高出现在了7月1日。 以春秋航
空扬州泰州至大阪为例，6月23日报
价1100元 ， 但7月1日价格攀升至
1570元，短短8日票价上涨了470元，
而8月30日该航线报价仅500元。

记者昨天查询机票网站了解
到，目前部分航线仍有折扣机票。其
中国际航线：扬州--济州岛，6—8月
期间出发，最低票价200元；扬州--
曼谷，6—8月期间出发， 最低票价
350元； 扬州--普吉岛，6—8月期间
出发，最低票价400元；扬州--柬埔

寨金边，6—8月期间出发，最低票价
450元； 扬州--大阪，6—8月期间出
发， 最低票价1100元。 而国内航线
中： 扬州--福州，6—8月期间出发，
最低票价仅200元；扬州--厦门，6—
8月期间出发，最低票价仅350元；扬
州--石家庄，6—8月期间出发，最低
票价220元； 扬州--珠海，6—8月期
间出发，最低票价410元；扬州--哈
尔滨，6—8月期间出发， 最低票价
590元； 扬州--呼和浩特，6—8月期
间出发，最低票价仅480元；扬州--
贵阳，6—8月期间出发，最低票价仅
640元；扬州--昆明，6—8月期间出
发，最低票价仅780元。

全市出租车统一车身外观

迎接省运会省园博会。 孔生 摄

吃货们注意了

吃
烧

烤

点
外

卖

6月至8月底文昌路半幅或分车道施工路段
文昌西路

明月湖大桥段
半幅施工（6
月12日-8月
12日，约2个
月）

1 32 文昌西路
（润扬路-邗
江路段）半幅
施工（6月14
日-7月4日，
约20天）

4 文昌中路
（大学路-泰州
路）分车道施
工（6月22日
-8月31日，约
70天）

文昌西路
翠岗南门段半
幅施工（6月
22日-7月22
日，约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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