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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全员安全素
质，结合2018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安排，樊川船闸于6月
22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收看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典型事
故警示录》。

影片通过分析重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用血的教训警示
世人，将“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烙入人心。全体职工看完
安全警示教育片后红线意识、 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 责任担
当、安全素质进一步提高。大家纷纷表示将筑牢安全生产思想
防线， 有效遏制和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将隐患牢牢关在笼子
里，安全践行“交通强国”发展理念。 葛珊珊

樊川船闸组织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

仪征市真州镇万年村一男孩被确诊为急性高危白血病，
需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期的化疗、移植手术及后期相关治疗
费用需要约200万元，高额的治疗费用难倒了这个家庭。

了解到情况后， 该村计生协会向全村爱心村民和志愿者
发出捐款倡议，呼吁大家帮助这个身患重病的孩子，得到了全
村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参与爱心捐款，
短期内共募集善款12860元。尽管这笔捐款数额不多，但它承
载的是全体村民的关爱、祝福和希望。 俞春梅

万年村计生协会爱心助力渡难关

扬州市射
击运动中心是
承办省运会射
击运动项目比
赛的一个重点
工程，该工程目
前进展如何？记
者昨天探访时
看到，射击运动
中心射击馆已
基本建成，开始
安装各项设施，
飞碟靶场正在
打造，周边绿化
提升全面展开。

记者 楚楚

一路风景一

路花， 以5A级景
区标准建设的江

苏旅游职业学院

今年 9月将正式
投入使用， 该学
院不仅是扬州旅

游人才培养的重

要基地， 而且也
是扬州城市南部

的 一 个 重 要 景

点。 记者昨天获
悉，今天下午，江
苏旅游职业学院

将启动新校区搬

迁工作， 预计七
月底全部结束 ，
首批搬迁的为两

百名外地学生的

在校物品。

7月1日至9月2日中小学放暑假
本报讯 （记者 楚楚） 日

前，市教育局发布消息，今年暑
期中小学（幼儿园）放假时间统
一为7月1日至9月2日。 各中小
学9月1日至9月2日组织学生报
到注册，9月3日正式上课。

市教育局强调， 严格规范
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 严禁
义务教育学校各种形式的违规
补课。放假前，各地要对义务教
育学校假期规范进行专门部
署， 统一印制2018年暑假放假
学校公开承诺，要求校长、局长
共同签字，一式两份，一份张贴
学校门口，一份留校存查。各地
教育主管部门要向社会公布补
课举报电话， 确保向社会公开
的举报电话都有人接听， 有所
回应。

市教育局将违规补课、违
规招生、有偿家教作为重点治
理内容， 将加强明察暗访，确
保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不发生
违规行为，确保每所义务教育
学校校长和领导班子都能严
格执行规范要求，确保每位教

师按照规定要求规范自身行
为。

市教育局强调， 各地各校
要在暑假前重申师德“八不准”
要求， 加强在职教师教育和管
理，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开
办课外辅导班或在课外辅导班
授课的违规行为， 严禁在职教
师从事有偿家教。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要严肃查处违反师德的
行为。

市教育局要求， 对近几年
规范执行不力的重点学校、重
点环节、重点对象要提前预警；
对于顶风补课的在职中小学教
师要及时处理，情节严重的，要
依矩依规给予党政纪处分；对
违规违纪学校， 要给予通报批
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称
号等处罚， 并追究学校领导责
任及相关部门监督责任； 对执
行不力、来信来访较多的地区，
市教育局将进行通报、 约谈和
问责， 省教育厅将在当年教育
现代化建设监测指标体系中扣
除相应分值。

今晚6点可查中考成绩
本报讯 （记者 楚楚）昨天，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18年中
考成绩查分预告。今天下午6:00
以后，考生可通过如下方式查询
中考成绩：考生及家长可拨打声
讯电话16888168查询， 也可登
陆扬州教育门户网站（www.yzjy.
com.cn）或者扬州教育考试院网
站（www.yzzkb.com.cn）或者各初

中学校网站点击 “中考网上查
分”链接或者图标查询，扬州教
育考试院也专设查分网站（http:
//cf.yzzk.org:8080）。

另外， 考生家长可用手机
下 载 并 登 录 江 苏 政 务 服 务
APP，在左上方 “市级站点 ”选
择扬州市， 点击 “中考成绩查
询”服务应用。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先睹为快 看看射击馆啥模样

飞碟靶场正在打造 周边绿化提升展开

射击馆虽然是室内比赛场
所，但室外景观也进行了精细打
造。射击馆的大门朝北 ，在大门
入口， 一块枪型造型的石碑上，
写有白色的文字“扬州市射击运
动中心”，而在其南侧，则是一个
小型景观带，里面栽种着松树等
树木，地上栽种了草坪 ，同时用

太湖石进行了造型和点缀，里面
还有步道， 市民可以走进去，近
距离欣赏。

位于射击馆南侧的一块区
域也在施工 ， 这里正在建设飞
碟靶场 。 扬州市射击运动中心
是扬州为 承 办 江 苏 省 运 会 射
击、 射箭等项目新建的体育场

馆， 而射击运动中心的飞碟靶
场， 则是扬州史上第一个飞碟
项目的比赛训练场地 。 与射击
馆相比，飞碟靶场在室外 ，没有
大型建筑 ， 只是在地面建有一
些混凝土设施，因此比较简单 。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 ， 目前整
个地面混凝土设施已经建设完

成，一台挖掘机正在施工 ，向建
筑内填土，用不了多久 ，这一比
赛场地也将建设完成 。 与此同
时， 射击运动中心的周边绿化
提升也在进行。

“项目建成后将为省运会提
供一流的比赛场地，同时也是广
大扬州市民体验射击文化，以及
体育休闲的好去处。” 现场相关
负责同志介绍说。

记者 张孔生

射击馆基本建成 枪型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扬州市射击运动中心位于
邗江区境内的国防园西侧，总用
地面积34010平方米。 建成后的
射击运动中心将拥有综合射击
馆和飞碟靶场两大部分。

昨天 ，记者看到 ，建筑四周
防护网已经拆除，射击运动中心
射击馆高高屹立， 基本建成。站

在东侧向西看，整个建筑造型别
致，轮廓分明，像运动员比赛中
使用的枪。而从空中俯视 ，这一
建筑又像奔驰的军车。这一建筑
的外形，别致新颖，让人眼前一
亮。据了解，为呈现最佳的视觉
效果，射击运动中心的建造工艺
较为复杂，整个建筑的造型也富

有个性。
据介绍，射击馆的设计理念

来源于“射击运动标志”，取其流
线型的线条来表现射击运动的
速度和动感。从远处看去 ，射击
馆就像是一个抽象的射击运动
员在举枪射击。射击运动中心的
外幕墙是采用石材幕墙和玻璃

幕墙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线条
更加完美地呈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在主体
建筑建成后，内外部装饰装修也已
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各种比赛设
施的安装和调试。射击馆建筑共四
层， 建有10米、25米和50米的射击
靶场以及射击文化展厅，每个射击
靶场都拥有40个靶位，可满足气步
枪、气手枪、步枪、手枪等项目的
训练和比赛需求。

以5A级景区标准建设，一路风景一路花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今起搬迁

学生宿舍“提档升级”7月底完成搬迁工作

昨天上午，记者在江苏旅游
职业学院看到，各个学院都在积
极准备搬家工作，学生们也在做
最后的打包工作，“很兴奋啊，去

新校区宿舍从6人间‘升级’到四
人间，蛮开心的。”江苏旅院16级
学生小黄激动地说，他们从上周
就开始忙着整理行李，前后一周

的时间才打包好。
“我们28日正式放暑假，学生

将要搬家的东西打包好， 我们统
一搬迁到新校区。”江苏旅院后勤
管理处处长刘宁海向记者介绍
说，先从外地学生行李搬起，之后
开始搬迁教师的办公室、 学院的

一些实验实训设备等等。
“通过严格的招标 ，选择了

搬家公司，预计在七月底完成全
部搬迁工作。” 刘宁海说， 搬迁
后，物业公司、餐饮、超市、医务
室、通讯运营等各种教学 、生活
的基本设施也会全部到位。

学院设置水陆游览线路

昨天傍晚，记者在江苏旅游
职业学院新校园看到，这里已然
成为周围居民纳凉的首选。校园
由景观大道分南北两个区，南部
主要为学院区， 由六个学院、图
文和行政中心共七个单体建筑
按北斗七星布置；北部主要为生

活区、 运动区和师生发展中心，
生活区的学生宿舍按书苑格局
布置，一共设有9个出入口。

“如果从景观的角度来划
分，学院可以分为一轴一带一广
场四片区。” 刘宁海介绍说，“一
轴”， 主要是以校内主干道毓秀

路为沿线，即校园的中轴 ，以香
樟、 银杏来点缀布置整个大道；
“一带”，是以学校内的主要干道
形成一个环带，以银杏树来作为
这一带的主要植物；“一广场”为
“根魂广场”， 学院将老校区、现
校区的有代表性的树种等移植
到这里；“四片区”， 则是指学院
的“梅、兰、竹、菊”四个书苑，进
行景观提升。

“到了秋天，这里就有‘黄金
大道’，市民不用去江都观赏了。”
刘宁海说，校园按吃、住、行、游、
购、娱等旅游要素设置陆路和水
路两条游览线路，还可以根据外
来游客的需求制定特色路线 ，
“如游客可从古运河外码头上岸
至内码头换乘游船，学校自主培
养的专业船娘作为导游引领游
客乘舟游览校园美景”。

承办省运会比赛项目的射击运动中心射击馆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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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鞠宏晨 露莎） 昨天上午10
时许， 我国第一次完全自主设计并制造的
支线飞机———ARJ21 （Advanced Regional
Jet 21）“翔凤”载着多名试飞、实验机组成
员抵达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试验飞行任务， 为改进国产大飞机设
计、 投入大规模商业飞行进行数据采集和
实验。

说到国产大飞机 ， 中国商飞公司的
C919被人们所熟知， 而ARJ21同样是来自
商飞公司的国产飞机。记者昨在机场看到，
身绘白、红、橙、黄彩条的ARJ21飞机降落
在机场，通过欢迎“水门”，缓缓停落在停机
坪。 这架编号为B-001P的ARJ21是该机型
的第三台原型机，是一种九十座级、以涡轮
发动机为动力， 满座航程为2225公里的中
短程支线飞机。

“ARJ21-700型支线客机是我国自主
设计、自主研发，以全新机制、全新管理模
式、 全面应用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研制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喷气飞机， 拉开
了中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民用飞机的
研发制造历程。” 现场实验机组成员介绍，
该飞机的研制采取以我为主、 开展国际合
作的模式， 在机体制造过程中攻克了许多
技术难关，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主要竞争
对手为庞巴迪CRJ900、 巴西航空E175 E2
和日本三菱的MRJ90。

据悉，预计未来，商飞还将推出ARJ21
的加长版、货运版和公务版。ARJ21标准航
程型满座航程为2225公里， 主要用于满足
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
使用要求，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执飞进出扬
州泰州国际机场的航线。

机场相关负责人李明表示， 机场方面
将全力配合保障国产大飞机各项试验飞行
任务。据介绍，为保障此次试验飞行，扬州泰
州国际机场为国产飞机专门固定了7号停机
位，期间不接受其他停场飞机。机场空管部
门还将通过技术手段，在指挥系统中画出试
飞空域及进出航线， 强化飞行实施指挥以
及飞行动态监控。

本报记者 孔茜

省运会群
众体育项目气
排球项目的比
赛近日在连云
港圆满收官，代
表扬州出战的
邗江区气排球
女队顽强作战、
奋勇拼搏，夺得
一枚宝贵的铜
牌，实现了本届
省运会群众比
赛项目集体项
目奖牌零的突
破。

邗江区还是“江苏省气排球之乡”
据扬州气排球队主教练李

鑫祥介绍，近几年，围绕在全市
范围内普及排球运动和参加省
运会的目标，扬州排球呈现了春
暖花开的新气象。“2016年起，先
后成立了以邗江区维扬中学和

邗江实验学校为班底的市青少
部丙组男女排球队。”李鑫祥说，
与此同时，群众排球运动的开展
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邗江
区去年成立排球运动协会，通过
开展排球活动吸引老百姓加入

到排球运动中，并选出其中的佼
佼者多次参加全国范围内的各
项群众比赛。”

据悉，扬州是在2006年前后
才开始开展气排球运动的，如今
全市的气排球爱好者有 100多
人。去年，邗江区荣获“江苏省气
排球之乡”称号。邗江区体育总

会副秘书长王建林表示，通过本
次比赛，既检验和提高了扬州气
排球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也充
分展现了扬州气排球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
普及和发展，相信扬州气排球未
来会为扬州争得更多荣誉，引领
更多人投身全民运动中来。

扬州气排球女队实现历史突破
为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本

届省运会增设包括气排球在内
的15个群体项目，实现了与全运
会无缝接轨。 气排球的比赛于6

月22日在连云港市打响，分为女
子组和男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全
省各市23支球队 、250余名运动
员参加了本次比赛。

代表扬州出战的队伍由邗
江区排协负责组建，“备战本次
省运会我市气排球代表队只有
三个月的时间。” 邗江区排球协
会会长钱中旻介绍，本次省运会
是扬州气排球运动项目参加过

的最高级别的赛事，“尽管这次
比赛水平高，我们队伍备战时间
短，但在比赛中，女队还是取得
了第三名的历史最好成绩，也是
扬州代表团在省运会群众比赛
项目集体项目中的首枚奖牌。”

1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气排球比赛结束

扬州队夺女子组铜牌

2

射击馆全貌。

我国自主研发的ARJ21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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