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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市毛纺织
有限公司，将染色后
的羊毛下脚料填埋
在厂区东南角足球
场大小的塘内，上面
覆盖了建筑垃圾和
土壤，污水处理厂化
工染料废水未经处
理直接排到塘内。

宝应县宝应经
济开发区柳河路 88
号的安宜劳保制品
有限公司，废气无环
保设施收集回收，废
桶、皮质废料等固废
未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江都区丁沟镇
桥河村谊武路附近
有个搅拌站，来往货
车很多，扬尘扰民。

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江海学院围
墙北边 ， 古运河南
边，靠扬子江南路处
有一家砂石厂，一家
水泥搅拌站，粉尘污
染重。

仪征市枣林湾
度假区内在建项目
的生活污水排入枣
林河，建筑垃圾埋入
王云组的基本农田
中（约65亩），枣林河
清淤产生的河泥倒
入王云组的基本农
田中（约150亩）。

1.扬州市化工园
区污水处理厂废水
超标排放，利用暗管
直排长江；2. 园区内
的扬农瑞祥化工公
司，未淘汰落后生产
装置，在禁止新建化
工产能区域新增 47
万吨化工产能 ；3.园
区内的扬农优士公
司，废气扰民。

邗江区蒋王街道
水印西堤小区23幢102
室棋牌室，噪声扰民。

高邮市送桥镇
张公渡村的健松镀
锌厂（佳佳镀锌厂），
存在以下环境问题：
1.不执行政府煤改气
规定 ， 违规燃烧煤
炭；2.废水直排泥塘，
然后用土覆盖，污染
农田和地下水 ；3.废
气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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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信访人反映的羊毛下脚料填埋属实，染料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到塘内已无法查证。（1）关于羊毛下脚料填埋问题。在废水站挖掘点发现
了少量黑泥，在池塘挖掘点发现了少量含有羊毛的垃圾，对挖出垃圾的挖
掘坑渗水及周边土壤进行监测采样。渗水监测结果：PH7.73、色度32、化学
需氧量168毫克/升、氨氮13.9毫克/升、苯胺0.46毫克/升、硫化物0.007毫克/
升，总铬、铜均未检出。6月9日上午对废水站点继续开挖，对挖出黑泥挖掘
坑渗水及周边土壤监测采样。渗水监测结果：PH11.3、色度256、化学需氧
量1010毫克/升、氨氮23.3毫克/升、苯胺0.36毫克/升、硫化物未检出。取样土
壤已委托有资质的社会监测机构分析化验， 预计7月10日可出具鉴定结
果。（2）关于染料废水问题。由于该公司在2014年底已经全部拆除，信访人
反映的“将化工染料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到塘内”已无法查证。

经调查，认定该信访反映属实。经查：该公司粘合工序产生的废气经
吸风罩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后高空排放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厂新建鞋
底制造生产线及炼胶生产线，未依法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
设无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检查发现该公司危废库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未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未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废物处置
合同。截至目前，该公司产生危险废物均收集贮存在厂区危废库内，未发
现委外处置情况；一般固体废物皮贮存库内定期回收。宝应县环境监测站
对该公司厂界噪声、废气、废水进行监督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排放。

经查，该信访反映情况属实。（一）现场检查情况：1.扬州苏星混凝土
有限公司处于生产状态，工人正对厂区场地进行喷淋洒水。在厂区西侧
露天堆放大量原料黄沙、石子，未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生产场地
积尘严重。脉冲式布装除尘装置正在运行。2.扬州星月建材有限公司处于
停产状态，车间南侧露天堆放大量原料黄沙，未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
施。3. 宜武路从扬州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门口向北到乔河车站段面道路
破损严重，长度约360米。（二）监测情况：江都区环境监测站于6月20日分
2个时段对丁沟镇宜武路扬州市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界外东侧G1、 扬州
市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界外西南侧G2、扬州市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界外
东北侧G3三个点位进行大气取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三）其他情
况：扬州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批准使用三阳河岸线40米，实际使用岸线
66米；批准占用水利工程及管理范围面积约5000平方米，实际占用水利
工程及管理范围面积约8316平方米。

经调查，安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属实。�2018年2月26日施
桥镇城管大队已对扬州安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乱搭乱建违法行为进行
了查处，下发限期拆除违法（章）建设的通知。2018年3月12日施桥城管大
队对杜文林做了《调查询问笔录》，责令其自行拆除搬离该处。2018年3月
20日，镇政府约谈杜文林及陈凯、张林等相关承租人员，现场责令杜文林
及陈凯、张林等承租户自行拆除并搬离该处，否则施桥镇政府将协助拆
除。2018年4月4日，施桥镇政府发放告知书，要求杜文林处相关单位（个
人）于2018年4月8日前自行拆除设备撤场。

经调查，在建项目污水排入枣林河情况不属实。目前，枣林河区域周
边有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及仪征万博宙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园
博村两个在建项目，两个项目施工场地内都有临时厕所，都配备了化粪
池，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理用于绿化堆肥。经巡查，枣林河河
岸未发现有排放污水痕迹，也无污水排入的管道，不存在“仪征市枣林湾
度假区内在建项目的生活污水排入枣林河”的情况。经调查，枣林河清淤
产生的淤泥倒入农田情况属实。2010年枣林河王云组段清淤出的淤泥堆
放在部分农田，作为有机肥，对土壤无实质性影响。经调查，建筑垃圾倒
入农田情况不属实。2014年3月—7月， 因站前路胥浦河东侧小农场段施
工，多余弃土近5万方，经原枣林湾生态园规建局研究，将土方运至枣林
湾中心学校南侧纵四路桥西北一侧的地势最低洼处回填。回填土以粘土
为主，无建筑垃圾。目前，该地块已属于2021年世园会预留地，正在场地
整理，计划种植花草，营造生态环境。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2扬州化工园区管委会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处
理；问题3与D320000201806160050和D320000201806140007重复，前期已
办结，并公示。对于问题1：举报人反映的“扬州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
实为“青山污水处理厂”，为扬州化工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6月20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出水在线监测数据达标，近期环保部门日常监管检
查发现该厂存在部分废水处理污泥露天堆放在脱泥机房门口、污水处理
二期工程实施优化提升项目未报批环评等问题。举报人反映的“利用暗
管直排长江” 问题实际为青山污水处理厂尾水长江排口设置问题。2016
年2月，青山污水处理厂实施长江排口改造工程，确保排口始终位于长江
水位以下，同时在长江岸边新建了采样井。由于改造后的长江排口为封
闭式，有群众反映不便于群众监督。对于问题2：瑞祥化工现有10个项目，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发改、经信部门备案文件，
瑞祥化工除10万吨/年金属阳极隔膜烧碱项目为国家发改委批准暂时保
留项目外 （《关于同意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暂时保留隔膜法烧碱
生产装置的复函》（发改办产业［2016］213号）），其他项目均不属于淘汰
类项目。同时，根据《仪征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2010年修改)明确
的扬州化工园区规划建设范围以及扬州化工园区相关规划，瑞祥化工均
在规划范围内，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调查确认，水印西堤小区23幢102室102室设有10台麻将机，无营业
执照，棋牌室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1.关于不执行政府煤改气规定，违规燃烧煤炭问题。健松公司通过高
邮市环保局备案登记许可的是使用三座煤气发生炉，并使用煤炭作为燃
料。健松公司已经完成一、三号镀锌车间的煤气发生炉更换天然气加热
炉改造，11月前完成二号车间的改造工作。 此项反映中该公司使用煤炭
作为燃料的情况属实，不执行政府煤改气规定违规燃烧煤炭的情况不属
实。2.关于废水直排泥塘，用土覆盖，污染农田和地下水问题。6月20日调
查组核查时，该公司的废水处理站正在运行，翻阅近期的在线监控设备
历史数据未发现超标现象，并对该公司东侧两座鱼塘进行排查，未发现
有废水排口或其他偷排现象。健松公司为了实施煤气发生炉更换天然气
炉的改造和污水管网的布设，将厂区东侧的鱼塘进行填埋覆盖、平整和
对厂区北侧的农田进行开挖、覆盖。6月20日调查组核查时，要求该公司
负责人安排挖机对覆盖的区域进行挖掘，挖至2米深后未发现异常，高邮
市环境监测站已对挖出的土壤及公司南侧的农田土壤取样监测。同时对
健松公司西侧的居民贡锡昌家的水井取样分析，井水达标。此项反映中
该公司用土覆盖鱼塘的情况属实，废水直排泥塘、污染农田和地下水的
情况不属实。3.关于废气扰民问题。6月20日调查组核查时发现，该公司的
三个镀锌车间助镀工段均未采取措施控制、减少废气排放；停产的一、三
号镀锌车间镀锌池上未采取措施控制、减少气态污染物排放。高邮市环
境监测站对该公司西侧的环境空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氯化氢0.008mg/
Nm2，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无组织监控排放浓度标准。经
现场检查，该公司在废气污染防治方面存在不到位问题，此项反映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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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仪征市政府要求该公司继续对废水站和厂内池塘
全面开挖清理，对清理出的垃圾进行分类，生活垃圾和
一般工业垃圾委托仪征市城市管理局处置，污泥暂存于
扬州杰嘉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废库内，待鉴定结果出具
后做进一步处理；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集中收集后
送污水处理厂处理。2.仪征市政府要求仪征市环保局、公
安局联合对该公司有关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目前仪
征市环保局已启动立案查处程序。

县环保局对安宜劳保制品有限公司（江苏藤立鞋业
有限公司）违法立案查处，并对“鞋底制造生产线及炼胶
生产线”进行查封。安宜劳保制品有限公司（江苏藤立鞋
业有限公司）按照“三防”措施完善建设危废贮存库，并
按要求对废活性炭、废有机溶剂桶进行分类贮存，完善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建立危废管理台账。该公司已签订
危废处置协议并对厂区废活性炭、废有机溶剂桶的产废
情况向县环保局办理危废申报。

1.江都区环保局对扬州苏星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内
场地及西侧原料堆场未采取扬尘防治措施”的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扬江环［B］立字［2018］41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对
厂区内场地及西侧原料堆场采取扬尘防治措施。2.江都区
环保局责令扬州星月建材有限公司立即对厂区内场地及
西侧原料堆场采取扬尘防治措施；同时责令扬州星月建材
有限公司在未经环保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不得擅自投入生
产。3.江都区水务局要求该公司立即按照扬水许可［2011］
6号行政许可决定的建设方案内容整改到位。4. 江都区公
安局对两公司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加强公司搅拌车辆的管
理，出场前对车辆进行清洗，保持车身整洁；二是对送货的
沙石车辆要禁止超载、超高运输并加盖防尘布，必要时进
行洒水处理；三是要求所有车辆驾驶人员，驾车经过该路
段时，必须低速行驶，尽量减少灰尘扬起。

1.2018年4月9日，镇政府对该处约200平方米房屋进
行拆除，移除6只集装箱房，并拆除部分水泥罐体。2.杜文
林、陈凯、张林等人已向施桥镇政府写下书面《承诺书》，
预计2018年7月20日前清除该场地内所有设施和材料并
搬离。3.施桥镇督促企业加快清理进度，并要求企业在清
理中做好防尘措施，避免扬尘污染环境。扬子村在拆除
后对该处进行绿化种植，复垦造林。

1. 度假区组织施工单位及相关人员于6月21日和22
日对废餐盒、矿泉水瓶、塑料袋等白色废弃物进行了清
理，目前已全部清理完毕。2.度假区加强对施工单位生活
污水的管理，委托市城管局环卫处对化粪池进行定期清
理。定期对河道漂浮物进行清理。3.度假区加强基本农田
的保护力度，完善保护措施，提高监管水平，确保不违法
占用基本农田， 同时对部分一般农田进行生态景观提
升。

1.2018年6月20日，化工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约谈
了青山污水处理厂主要负责人， 要求该厂高度重视，迅
速对全厂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强化现场管理，
严格操作规范，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2.针对青山污水
处理厂部分污泥露天堆放问题已立案，仪征市环保局下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仪环改 [2018]45号），
并拟处罚款4万元。3.针对该厂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实施优
化提升项目未报批环评问题已立案，仪征市环保局下达
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仪环改 [2018]74号），并
拟处罚款2.6万元。目前二期技改方案已确定，并已委托
有资质单位开展环评工作，将按程序报批，计划2018年9
月开工建设，2019年3月投入使用。4. 化工园区管委会已
将青山污水处理厂长江排口改造列为2018年重点工程，
计划7月初申请水利部门组织洪评审查，8月份完成洪评
行政许可。5.《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修订后，如隔膜法
烧碱列入淘汰类项目，化工园区管委会将督促瑞祥化工
按期淘汰隔膜法烧碱项目。

责令其立即停止营业，区市场监管局对麻将机进行
了查封，区公安局负责跟踪。

1.责令企业立即将厂区北侧露天堆放的车间改造产
生的钢结构废料和厂区东侧露天堆放的废铁进行规范
化的贮存和处置。2. 责令企业在废水处理站压滤机周边
设置围堰，防止压滤废水外溢。3.责令企业将废水处理站
调节工段加药使用的临时软质管道进行废除，采用硬质
固定管道进行药剂添加。4. 高邮市环保局针对扬州健松
镀锌有限公司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
建设的行为立案查处；并责令该公司进行报批。5.高邮市
环保局针对健松公司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
遮盖等措施，控制、减少气态污染物排放的行为立案查
处；并责令健松公司依照要求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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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扬投资事宜进行洽谈

市“6+X”招商团队拜访上海云部落TMT产业园———

本报讯 （朱轩卿 ） 昨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
扬率“6+X”招商团队在上海
招商。在昨天的拜访中，招商
团队来到上海云部落TMT产
业园， 就在扬投资事宜进行
了洽谈。记者了解到，该产业
园致力于为初创的小微企业
提供专业的创业服务， 将在
我市食品产业园落户。今后，
扬州的创业者也将有了创业
“管家”。

据云部落TMT产业园的
创始人兼CEO唐溯介绍 ，创
业者在入驻孵化器后， 虽然
能得到房租、 税收等减免的
政策优惠， 但仍面临较大困

难。“比如政府的很多政策，
是面向创业者的， 但创业者
本人并不知晓， 导致无法享
受到相应的政策待遇。”她表
示， 他们可以向创业者提供
政策咨询， 为创业者争取相
应的政策优惠。

据介绍， 云部落TMT产
业园拟在我市食品产业园投
资落户， 利用其在科创资源
和园区打造方面的优势，结
合扬州本地资源与上海周边
资源， 打造以互联网、 大健
康、食品等产业为定位，以孵
化器为核心驱动，“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 三位一体驱
动的高科技产业园。

日化企业废水处理设施缺失

市“263”办赴生态科技新城暗访

6月26日，市“263”暗访人
员来到生态科技新城进行暗
访，经过夏庄村附近时，路边一
处民房外露天堆放的蓝色化学
试剂桶引起了暗访人员的注
意。经了解，这是一家从事日化
生产的家庭作坊， 承接旅游日
化用品的分装业务。 在这家民
房内， 不少包装好的成品包装
箱上标注着 “扬州鸿盛鼎家化
有限公司”字样，散乱堆放在房
子里的空地上。 作坊里的操作
人员称， 他们做的是鸿盛鼎家
化有限公司的分装业务。 作坊

没有废水处理设施， 问及废水
如何处理， 该作坊工作人员表
示家庭作坊不产生污染。

经查询， 扬州鸿盛鼎家化
有限公司位于杭集工业园四通
路， 暗访人员随后找到这家公
司， 发现该公司厂区也堆放了
不少蓝色空桶， 厂区最南侧角
落地面和墙壁有大量铁锈色的
残留物，厂内负责人介绍，暗访
人员看到的残留物是厂里清洗
空桶后产生的。 暗访人员问及
该厂生产废水排放去向， 厂区
负责人介绍， 厂里的水经过沉
淀后直排到当地的污水管网。
对于暗访人员之前发现的夏庄
村作坊分装点， 该负责人表示
与他们无关。 记者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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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获肯定

国家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相关专家来扬调研———

本报讯 （赵磊） 昨天，国
家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总工
程师王浩水率领应急管理部、
江苏省安监局和安全专家，来
到我市调研危化品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副市长何金发陪同
调研并出席汇报会。

王浩水一行实地检查了
扬州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在线监控及事故预
警系统建设情况，随后走进扬
州化工园区远东联石化、仪征
石油分输站两家单位，现场检
查指导。调研组对扬州危化品
安全生产工作表示肯定，认为
扬州危化品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底数清、工作扎实，化工园

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
线监控及事故预警系统作为
全国试点，系统建设和应用取
得良好效果，运用该系统预警
危化品企业风险、 规范监管、
精准执法取得初步成效，走在
全国前列，值得推广。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围
绕“总量调减、存量调优、管
理标准化、工艺自动化、监管
信息化、执法刚性化”的总体
思路， 全力以赴做好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结合江
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和 “263”
专项行动， 全力推动我市化
工企业转型发展、安全发展、
高质量发展。

做“五个过硬”合格宣传干部

市乡镇（街道）宣传委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 嵇鸣

洲 记者 吴忠祥） 昨天，为
期3天的扬州市乡镇 （街道）
宣传委员培训班开班。 目的
是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推动文
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开展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部署要
求， 按照新时代合格干部队
伍标准， 进一步推动更新观
念理念、提升能力素质、转变
工作作风，打造“五个过硬”
的宣传干部队伍。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姜龙出席开班仪
式， 并为全体学员作了首堂
专题讲座。

姜龙作了题为 《解放思
想 勇于担当 做“五个过硬”
的新时代合格宣传干部》的
讲座。讲座中，姜龙结合国际
国内新形势，联系扬州实际，
讲解分析了解放思想永远在

路上、 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
发展、做践行“五个过硬”的
新时代合格宣传干部等三个
方面的内容， 为解放思想找
症结， 为扬州文化建设找路
径， 为做好基层宣传干部找
方法。内容深入浅出，讲座通
俗易懂。

据悉， 本次培训班以基
层宣传工作务实为主题，设
有解放思想大讨论、 文化建
设高质量、 新时代宣传干部
队伍建设、理论工作、文明城
市创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网络信息安全等专题，邀
请了相关领导和专家前来授
课。在本次培训班最后半天，
将举办第二期主题为 “如何
解放思想， 做好基层宣传干
部，推动高质量发展”宣传干
部论坛。

当好东道主 办好省运会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省运会场馆建设和筹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丁蕾 ）
昨天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专
题视察了省运会场馆建设和
筹备工作。 视察组一行先后
视察了广陵体操馆， 市射击
运动中心，省运会开、闭幕式
场馆和省运会筹委会集中办
公地。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孔令俊， 市委
常委、军分区司令员郦斌，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妍、沙
志芳、范天恩、杨正福，秘书
长林正玉参加视察， 副市长
余珽陪同视察。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办
会为城、办会惠民、办成里程
碑”办会理念和“新时代、新

省运、新扬州”主题，有序推
进场馆建设和筹备工作，并
努力做到“五个同步”，即筹
办省运会与研究省运会同步
推进；体育场馆与公园体系、
城乡环境同步建设； 竞技体
育与群众体育、 体育产业同
步发展； 服务水平与人文风
采、名城形象同步展示；积极
备战参赛与建好人才梯队同
步考量。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
省运会场馆建设和筹备工作
给予肯定， 并希望进一步打
造赛事里程碑、当好东道主，
实现办好省运会 “影响一座
城、改变一城人”的目标。

市领导巡查京杭大运河沿线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昨天，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京杭大运河河长江桦率领发
改委、水利局、交通运输局、环
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宝
应、高邮、广陵等地，对京杭大
运河沿线进行巡查。

京杭大运河是防洪防汛
的重要河道， 南水北调的清
水走廊，扬州的重要水源地，
江淮生态大走廊的核心区
域， 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
域， 做好京杭大运河沿线的
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至关重
要。昨天一早，江桦一行来到
京杭大运河宝应段等地，先后
查看了宝应规划水源地、高邮
市马棚段围网养殖拆除、广陵
区马卞港闸建设工程、开发区
施桥船闸至长江口门段等现
场。下午，召开座谈会，听取京
杭大运河沿线各县市区级河
长和市相关部门有关京杭大
运河沿线整治和生态保护等
方面的汇报及打算。

江桦对各地各部门前期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肯定。她同时指出，京杭大运
河沿线保护治理工作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任务，责任重大，
意义深远。要提高政治站位，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充分
认识做好京杭运河扬州段河
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全面推进河长制为引领，
以强化管理保护为抓手，推
动京杭运河扬州段管保水平
整体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河道治理保护的关键点
和着力点，加快“三乱”问题
整治，强化大运河安全管理，
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强化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开
展航道整治，挖掘运河文化，
压实工作责任，勇于担当，攻
坚克难， 确保京杭大运河河
长制工作取得实效， 为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
建设“强富美高”新扬州奠定
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政 务 速 递

写一写“我家这40年”家庭故事征集启事
为在全市城乡基层营造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的浓厚氛围，引导
人们从家庭的变化感悟时代发展
和社会进步，根据省文明委《深化
家庭文明建设行动计划》和2018年
度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要点，现开展
写一写“我家这40年”家庭故事征
集活动。

一、活动主题
从普通家庭的视角，以深切感

受，生动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
进程和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把个人
理想、家庭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倡导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家庭观、国家观、民族
观，激发人们奋进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的精神力量。
二、稿件要求
以“我家这40年”为主题，反映

普通群众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生
活变迁和奋斗故事。

1．坚持正确方向，紧扣征文主
题；

2．坚持家庭视角 ，内容真实 ，
感情真挚；

3． 坚持原创， 不得抄袭和剽
窃，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不在征集
之列；

4．提倡写短文 ，篇幅以500—
1000字为宜，确有丰富内容的可适
当放宽，但最长不超过2000字。

主办单位有权对来稿择优删
节后在媒体上刊登。

三、征稿时间
2018年6月底—2018年10月中

旬。
四、奖励事项
主办单位将组织有关专家对

来稿进行评审，产生一二三等奖若
干名，授予荣誉证书，并分别给予
现金奖励。

五、投稿方式
1． 纸质来稿请寄或送至扬州

报业传媒集团新闻办公室。信封上
请注明“写一写我家这40年征文”。
邮编：210009。

请自留底稿，来稿恕不寄还。
2． 电子邮箱投稿： 稿件发至

1473620859@qq.com。
3．微信公众号投稿：关注“扬州

发布”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主页
对话框发送征文内容即可。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扬州

报业传媒集团

扬州在行动“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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