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文昌社区举办了“和谐文昌，魅力社区”主题趣味运动
会，丰富居民生活。图为居民在进行广场舞比赛。 张晓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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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
的生态公园附近渣土车太
多，扬尘扰民；小运河水体
黑臭。

扬州市宝应县新城一
品小区南门西侧有三家大
排档，噪声和油烟扰民；兰
州拉面油烟扰民。

行政区域

扬州市
生态科
技新城

污染类型

大气，水

调查核实情况

收到信访后，生态科技新城党工委、
管委会高度重视，立即要求规建局、安环
局、新盛公司、农水局、杭集镇政府共同
到现场核查。2018年6月20日上午到现场
查看， 经核实， 信访投诉的问题基本属
实。

1.渣土车扬尘污染问题：经核查，中
交二航局目前施工范围内的主要污染防
治设施有化粪池和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
以及道路洒水车辆等， 本工程线路横穿
四通路，由于施工车辆较多，路面经常存
在积灰，位于四通路附近的45#墩身施工
时， 进出施工现场的混凝土罐车造成扬
尘现象的发生。2.小运河水体黑臭问题：
三期河水水质主要受沿河居民及企业污
水排入影响， 确实存在黑臭问题。 经核
查， 沿河企业主要包括大杨庄土菜馆等
10多家餐馆及成名浴室等服务业企业，
沿河大约90多户居民。

经调查，认定该信访反映情况属实。
现场检查发现，沿湖荡龙虾和鱼虾跳

海鲜粥店两家存在严重超出门、 窗店外
占道经营现象，且油烟及噪声扰民。目前
这两家店厨房均已安装了油烟净化装
置。川味江湖已关闭停业。宝应县哈克拉
面店主要经营拉面， 油烟经净化后通过
专用管道排放。 宝应县城管局曾对这两
家排档实施一般程序行政处罚。 宝应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这两家无证无照经
营户分别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6月20
日， 宝应县环境监测站对两家南北侧边
界噪声分别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超标。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
责令中交二航局连镇铁路项
目经理部立即进行改正 ，将
施工现场四通路周围的路面
灰尘清扫干净， 并且定期安
排洒水车进行冲洗， 施工区
域内的土堆采用土工布覆盖
严密，防止扬尘，安排专人对
环境保护的情况逐一落实到
位。

2.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
责成相关部门及杭集镇对小
运河三期存在问题再进行梳
理排查， 对已形成的整治方
案再过堂， 确保小运河整治
按时高质完成。

1.县城管局、环保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行动对上述两
家店外占道经营物品进行现场
扣押， 目前没有超出店外占道
经营情况。

2.拆除北侧风机 、封死沿
湖荡龙虾和鱼虾跳海鲜粥店两
家店北侧朝向小区的窗户。

问责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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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扬州市宝
应县

大气，其
他污染

属实 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扬州市江都区的江苏
新时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粉尘污染严重。

经核查认定， 企业排放的粉尘虽符
合国家标准，但由于与居民距离较近，仍
客观存在废气达标扰民问题， 反映企业
粉尘污染问题基本属实。

6月19日检查时发现玻璃熔窑高档
耐火材料项目环保验收时卫生防护距离
内有4户居民。

6月13日，邵伯镇人民政府以及江都
区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江苏新时高
温材料有限公司迅速进行实地勘查。6月
17日现场检查时， 企业处于全面停产状
态。6月19日再次检查时， 企业正在对玻
璃熔窑高档耐火材料的生产设备进行检
修，已全部停产。

6月12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江苏
新时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加热炉 （燃用天
然气）粉尘、氮氧化物，以及球磨、成球、
破碎生产线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气囱
有组织排放颗粒物及厂界外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等指标进行了现场监测， 监测结
果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存在问题：1. 新增平板陶
瓷膜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
2.尽管粉尘排放符合国家排放
标准要求， 但由于厂界与居民
距离较近， 客观存在废气扰民
问题。3. 玻璃熔窑高档耐火材
料项目竣工验收时卫生防护距
离内有4户居民。

处理情况：1. 针对该企业
平板陶瓷膜生产线存在未批先
建行为， 江都区环境保护局已
于6月13日依法对其立案查处，
并责令该企业平板陶瓷膜生产
线在取得环保审批手续且通过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不得
恢复生产。2. 责成企业进一步
加强对高温耐火材料生产车间
粉尘收集治理工作， 减少污染
物排放。3. 迁移卫生防护距离
内的4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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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扬州市
江都区

大气 基本属实 无

南部快速通道“最后冲刺”
市领导看望慰问一线施工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昨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杨正福
率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
进城市南部快速通道施工现
场， 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
线的建设者。

“你们为扬州的重点工
程项目出力流汗 ， 辛苦啦
……”昨天上午，杨正福一行
带着矿泉水、夏季防护用品等
慰问品，走进城市南部快速通
道扬子江隧道东出口的3标段
和运河南路互通主线高架施
工现场，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

一线的建设者，向他们表示感
谢。在施工现场，杨正福还听
取了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同时叮嘱项目负责人，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科学安排施工时
段，确保安全生产。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工程
按照序时进度稳步推进，几
大节点已先后打通， 扬子江
路以西主线主体建成并已临
时开放交通。 目前整个工程
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8月
底，这条畅通东西的大通道，
将把扬州城区道路带入 “快
速时代”。

扬州军地联合演练抗洪抢险

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洪抢险队伍建设

本报讯 （景佳 韦干熙

周晗） “司令员同志，扬州市
军地联合抗洪抢险演练集结
完毕， 应到150人， 实到150
人，是否进行？请您指示。”昨
天上午， 由扬州市防汛防旱
指挥部、 扬州军分区联合组
织的一场模拟抗洪抢险行动
在六合红山窑水利枢纽省级
防汛抢险训练基地展开。随
着市委常委、 军分区司令员
郦斌一声令下， 民兵们迅速
投入“战斗”。

演练中， 来自扬州市防
汛抢险专业分队、 邗江区民
兵应急连和水利防汛抢险专
业分队、 江苏水建防汛抢险
突击队，以及各个县（市、区）
的150名民兵骨干们， 扛砂
袋、挖水沟、排险情、堵决口
……体现出了吃苦耐劳的精
神。 在移动机泵架设和操作
演练中，3—4名操作手仅需
3—5分钟， 就完成了涝水抽
排的设备安装工作。据了解，

目前扬州市已配备了不同型
号的防汛应急抢险车近 30
台，抽水能力达到了每小时2
万立方米， 为应对城市内涝
提供了有力保障。

邗江区人武部军事科科
长邱益朋介绍， 本次演练共
完成排除渗漏险情、 克服管
涌险情、排除漏洞险情、排除
漫溢险情、机泵架设与操作、
水上搜救、 封堵决口等七种
汛期常见险情处置任务。通
过实战演练， 有效提升了民
兵抗洪抢险组织指挥水平和
专业技能。

副市长丁一观摩了抗洪
抢险演练并讲话。 他要求把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以这次演练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洪抢险队
伍建设， 随时准备迎战可能
出现的洪涝灾害， 努力夺取
防汛抗洪的新胜利， 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扬州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幼升小“三一致”成咨询热点

广陵区教育局走进“12345·政风行风热线”

本报讯 （记者 楚楚） 今
年扬州城区小学报名将于7月
6日到9日进行。广陵区教育局
昨天走进“12345·政风行风热
线”，幼升小“三一致”等问题
成为咨询热点。

“施教区有房产，孩子和
爸爸的户籍都在此处，但妈妈
户籍不在，这种情况符合‘三
一致’入学的规定吗？”针对该
问题，广陵区教育局基教科科
长相东表示，孩子家长只能在
规定时间先去学校报名登记，
是否在相应学校报名成功不
能确定，只能确保在广陵区内
相对就近协调一个公办学位

给孩子，“按照市教育局招生
要求，一家三口的户口要完全
一致，如果不完全一致，会有
招生办协调处理，看学校招生
人数而决定。”

不少家长就广陵区热点
民办小学如何报名的问题进
行了咨询。相东介绍，广陵区
热点民办小学采取自主招生
和电脑摇号相结合的方式，民
办小学和公办小学报名同步
进行。“育才实验报名时间为7
月6日到9日，家长应及时关注
学校网上的公告信息，按时到
校报名登记。”

针对家长担心的万一热
点民办小学摇号未中，影响公
办小学报名的问题， 相东表
示，不影响。报民办学校的学
生可同步申请施教区公办学
校学位。

用艺术讲述慈善故事
扬州市慈善艺术团成立

本报讯 （任鸿升 楚楚）
为创新扬州慈善文化宣传、推
动扬州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 扬州市慈善艺术团在扬
州市慈善总会成立。 该团会聚
了一批愿意服务慈善公益事业
的本土文艺工作者， 依托扬州
柳丝艺术团建立。

据悉，艺术团成立后，将以

扬州慈善事业发展的成就为素
材，创演一批“接地气”的文艺
节目，生动演绎“大爱之城”扬
州的慈善故事。首场演出将在9
月初举行， 筹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进行。 承担演出任务的扬
州柳丝艺术团以扬州职业大学
艺术学院师生和部分社会文艺
志愿者为骨干力量。

政 务 速 递

微视频展示科学魅力
扬州有望成活动永久基地 特邀四院士现场揭晓大奖

详见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将在扬启动

普及科学知识，微视频是
一种重要形式。昨日下午，全国
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活动新闻
发布会举行，由国家科技部和
中科院主办，科技日报社、科技
部机关服务局、中央新影集团、
扬州市人民政府等承办的2018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活动
将在扬州举行。未来将有望以
扬州为基地，每年定期在扬举
行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活
动。

去年5月25日，全国优秀科普微视
频大赛社会征集启动式举行。 大赛通
过网络投稿和实物投稿两种方式 ，征
集兼具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
性的原创科普微视频作品， 包括与主
题相关的微电影、纪录短片、DV短片等
题材。内容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有助
于启发、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鼓励

采用独特视角、 新颖构思的创新题材
作品。初选作品面向公众展播，大赛组
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议， 结合公众评
选结果产生最终100部优秀获奖作品。

经过积极对接与争取， 扬州成为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的承办单位之
一。今年6月28日，将在扬州举行2018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活动， 其间

将对获奖作品进行表彰。“这也是全国
科普微视频大赛首次举行展演活动。”
市科技局副局长赵松林透露， 以后有
望以扬州为基地， 每年定期在扬举行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活动。 活动
的举办，将集聚一批科技专家、创新人
才和创意项目，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加速相
关科技成果在扬州的转移转化， 吸引
更多优秀创新人才来扬创业置业 ，有
力提升扬州的城市形象。

据介绍， 本次展演活动开场前将
有优秀作品集锦及3D视觉秀播出。“展
演活动现场，张洪程、薛永祺、郑有炓
和周忠和等四位院士受邀揭开大奖获
得者。”展演活动总导演介绍，其间将
展播《梦幻·宇宙》《梦想·生活》《梦圆·

未来》等参赛作品短片，展现科技与自
然、科技与生活、科创与未来等内容。

此次活动特别设置了多个主题活
动，科学实验秀、科学哑剧、科技舞蹈
等9个节目，通过惊奇魔幻实验展开表
演， 向大家生动有趣地展现科学神奇

魅力。“杖头木偶和扬州古琴等扬州本
地文化精华表演结合多媒体影像技
术，将呈现出科技感十足的舞台效果。”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张志军介绍，其
中，用扬州古琴演奏的经典曲目《流水》
历史悠久，1977年8月22日，著名古琴演
奏家管平湖先生演奏的《流水》被录入
美国“航天者号”太空飞船携带的一张
镀金唱片上，发射到太空。 记者 聂超

四位院士揭晓大奖
科学实验秀、扬州文化表演等你来

全国首次举行展演
科普微视频大赛展演落户扬州

导语

2018年江苏高招咨询会扬州分会场活动举行

百所高校老师支招志愿填报

昨天，江苏省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咨询会扬州分会场活动在扬

州技师学院举行 ， 哈尔滨工业大
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约
百所高校接受咨询，我市高三考生
及家长纷纷前往“求高招”。

“理科生，总分349分，选修双B，报南京审计学院有
多大把握？”昨天频率最高的问题就是“上某大学有多大
把握”“学校预估线是多少”，考生和家长表示，提前吃透
心仪高校的招生政策和热门专业情况，填报才更有把握。

在咨询会现场，各高校纷纷给出自己的“预估线”。
“所谓预估线不是单指分数，光看分数不够，参看逐分段
统计表及学校的招生计划更靠谱一些。” 中国矿大的招
生工作人员举例说，“比如，我们给出的预估范围是理科
全省排名两万名以内，文科六千名以内。”

填报不能仅看分数
要结合逐分段统计表及招生计划

有句话叫“考得好还要报得好”。不少老师给出同一
个提醒：8个平行志愿，考生应尽量填满，注意拉开填报
院校的录取分数档次，形成合理梯度，避免志愿浪费。

“想报的专业报一个，然后填服从，这样比较保险，
进学校后有转专业的机会。”一位高校招办老师建议，第
一个志愿可以“冲刺”，最后一个应该“保本”，中间的可
以分成几个求稳的档次，“考生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所填志愿拉开档次，同时避开体检结果所限学校、专业，
各批次学校志愿、专业志愿填满，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志愿填报“冲稳保”
形成合理梯度，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记者发现，相比“门庭若市”的省内高校，省外一些高
校受到“冷遇”。不少专家建议，省内高校容易形成志愿扎
堆，使得一些竞争力不强的考生落榜，而省外高校虽然招
生人数较少，但报考的人数也少，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

对于热传的“爆款”专业，多位招生老师分析，专业的
“冷”与“热”有相对性，要放在更广的维度考量，现在的热
门说不定几年之后因就业不佳被亮“黄牌”。考生填报志愿
时既要根据分数、兴趣与学习能力综合审视自己，又要看
清未来发展，一定要理性决定，不能一味跟风。 记者 楚楚

填报省内容易扎堆
专业冷热有相对性，要理性决定

推动关工委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市召开民营经济（企业）关工委工作会议

本报讯 （吴丹） 根据省关
工委2018年工作部署和市关工
委2018年工作安排，日前，我市
召开民营经济（企业）关工委工
作会议。 会议要求以社会为平

台，以企业为基础，以青少年为
对象，把民企关工委组织建设作
为重要抓手，积极开展关心下一
代工作，进一步推动我市关工委
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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