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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举行会谈，一致决定———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埃米
尔萨巴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为新时期中科
关系注入新动力、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欢迎萨巴赫第7次访华，赞
赏萨巴赫为中科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习近平指出，中科是患难见真情的
好朋友。建交47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
好、平等相待，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不断延伸，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当今世界正处在变革调整的关

键期， 中方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要以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
进世界和平， 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科威特作为在
海湾方向共建“一带一路”和维护地区
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要深化政治
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中方将
一如既往支持科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双方要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争取实现合作项目

早期收获。要扩大在能源、基础设施、金
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
流，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中方愿同科
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中国同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关系稳步向前发
展，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萨巴赫表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爱
好和平的国家。科威特珍视同伟大中国
的传统友谊和紧密合作关系，高度评价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正义，视中
国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科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下转２版）

推进思想大解放
以最高标准打造永恒的城市经典

换一个角度研究扬州，换一个高度规划扬州，换一个速度发展扬州

谢正义在专题调研江广融合区建设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

平） 昨天上午， 市委书记谢正义
专题调研江广融合区建设。 他强
调，要推进思想大解放，以最高标
准，精雕细琢，通过一个个精品工
程和传世之作， 把江广融合区打
造成为永恒的城市经典。

谢正义先后来到廖家沟城市
中央公园四期、 东部综合交通客
运枢纽、 扬州金奥中心等项目现
场， 详细了解江广融合区规划建
设情况。 在听取了廖家沟城市中
央公园四期和中央水库相关情况
汇报后，谢正义指出，中央水库作
为扬州城市的备用水源地， 为保

证老百姓“喝上干净水”提供了永
久支撑； 作为江广融合区的最大
水体， 是塑造扬州新时代印记的
重要生态景观； 两座大闸能够有
效调节汛期水位， 有力保障了城
市的防洪安全，要毫不动摇、加快
速度、 高起点推进这一历史性工
程建设。 谢正义登上正在施工的
东部综合交通客运枢纽， 边察看
工程进度边听取情况汇报。 他指
出， 高铁站是扬州构建 “外高内
快、主次匹配、枢纽居中、快连快
通、好行好停、高效舒心”现代化
城市交通体系的节点工程， 是中
心交通枢纽， 也是城市 “第一门

户”。要精益求精，将这一改变扬
州历史和改变城市对外形象的核
心工程、 关键工程打造成精品工
程。登上正在建设中的扬州金奥中
心，谢正义俯瞰“三河六岸”全景，
充分肯定生态科技新城、江都区推
进江广融合区建设的各项工作。

谢正义指出， 把包括中央公
园、中央水库、高铁站等在内的江
广融合区打造成永恒的城市经
典， 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新时代应
当承担起的历史责任。 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 “强富
美高”新江苏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 “把人们心目中的扬

州建设好、 满足世界人民对扬州
的向往”“争创城市高质量发展第
四次辉煌”的最新要求，以思想大
解放推动江广融合区高质量发展。
要精雕细琢，以最高标准建设好高
铁枢纽、中央公园、中央水库等重
点工程，打造传世之作，把江广融
合区打造成为永恒的城市经典。

谢正义强调， 要换一个角度
研究扬州， 按照建设 “一核多组
团”现代化大扬州的思路，系统研
究城市发展，以江广融合区、东南
片区等组团的发展新成果， 推进
扬州“处处都好，块块都好”。要换
一个高度规划扬州， 进一步解放

思想、提升眼界，提高政治站位和
规划水平，用更高视野、更广胸怀
谋划全局， 系统全面规划扬州未
来发展。要换一个速度发展扬州，
扬州已迈入新时代， 即将跨入高
铁时代，要围绕高质量发展，持之
以恒地推进六大基本产业发展，
其中江广融合区要重点发展以办
公室为载体的软件和互联网产
业、 以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
产业和以工作室为载体的文化创
意产业， 实现建立在高质量基础
上的快速发展。

市领导丁一、何金发、刘流参
加调研。

拒绝“口水菜”公筷用起来
实验：“口水筷”含大量细菌 调查：文明用餐呼唤习惯改变

“夹菜用公筷”，你养成这样的文明用餐好习惯了吗？

距离省运会、 省园博会开
幕的日子越来越近， 办出最精
细、 最精致、 最精心的两大盛
会， 既是对扬州城市综合实力
的考验， 也是对市民文明素养
的考量。“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
条”年初开始落地生根，倡导市
民守规矩、讲礼仪从细节做起，
其中“夹菜用公筷”文明用餐习
惯养成仍需宾馆饭店和市民朋

友共同努力。本报今起推出“夹
菜用公筷 拒绝‘口水菜’”系列
报道，敬请关注。

万人志愿服务喜迎盛会
广陵经济开发区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本报讯 （焦昱） 为充分发挥
党员志愿者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
推进文明城市建设长效管理，喜
迎省运会和省园博会的召开，广
陵经济开发区日前举行 “红色引
领 绿色家园”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

据介绍， 广陵经济开发区党
员志愿者将带头认领责任区，第
一时间投身 “一严二让三讲四止
五好”志愿活动中，即严格要求自
我；谦让和礼让；讲文明话、讲公
道话、讲贴心话；制止不文明的各
种乱象、制止乱停乱摆、制止乱种

乱晒、制止乱搭乱建；实现楼道卫
生好、小区环境好、邻里氛围好、
管理秩序好、 大家都说好的 “五
好”目标。

今年是广陵经济开发区纳入
文明城市建设长效管理的第一年，
该开发区积极学习先进，从实际情
况出发，采用“一名党员带领10名
骨干， 一名骨干带动10名群众”的
方式，团结带领广大居民参与绿色
家园建设。党群共建，广陵经济开
发区形成“万人志愿服务、万人同
创文明城”火热氛围，各地争创最
美楼栋、最美庭院、最美小区。

思想大解放 发展高质量

编者按

记者 胡俭 吴丹 实习生 赵欣悦

筷子在国人文化和情感世
界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人
喜欢围桌共食， 相互夹菜的饮
食习惯被认为能够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 但筷来箸往间却
给了细菌传播的机会。 餐桌文
明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方面，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提出
“夹菜用公筷”，记者调查发现，
尽管不少人饱受 “口水菜”之
苦，却抹不开面子用公筷，说到
底还是多少年来形成的用餐习
惯一下子转变不过来。

一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讲
究的是团团圆圆、 热热闹闹，但
市民汤琦却遇到了“餐桌难题”，
她向记者吐槽，自己在家提议饭

桌上加一双公筷，遭到了公婆的
拒绝，“家里有个86岁的老祖，一
直跟我们一桌吃饭，因为喜爱重
孙，经常往孩子碗里夹菜，孩子

年龄小抵抗力差，这样的‘口水
菜’让我很担心孩子的健康。”汤
琦表示，家里老人不理解，认为
用公筷是在嫌弃他们，但她却认
为这是文明、健康的象征。

记者采访发现，像汤琦这样
受到“口水菜”困扰的市民不在

少数。“90后”杨景坦言自己最怕
去吃酒席：“再喜欢吃的菜，转到
面前时已被夹得七零八落，如果
再遇到一些人喜欢翻菜，更是一
点食欲都没了，感觉每次吃酒席
吃的不是菜， 而是别人的 ‘口
水’。”

“口水筷”上的细菌量有多
高？记者带着四份筷子样本走进
东方医院一探究竟。

东方医院感染科主任许静
将来自病人使用、 普通人使用、
大饭桌使用的筷子和公筷，分别
提取样本液到容器里进行培养。
令人震惊的是，病人使用过的筷

子上细菌数量最高，经过“口水
交换”的大饭桌上使用过的筷子
细菌量明显高于个人单独使用
的筷子，而公筷上的细菌数量非
常非常少。

许静解释，现在比较常见的
消化道疾病致病原，比如幽门螺
旋杆菌，就可以通过家人之间共

用的碗筷进行传播，往往一个人
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全家都不
能幸免。“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
胃病的罪魁祸首，起初并不容易
被察觉， 往往经过了潜伏期，才
进入发病期。”许静介绍，通过口
水交叉感染的疾病，除了与人体
的肝、胃密切关联之外，儿童易
患的手足口病也可以通过这个
渠道传播感染。“如果儿童的餐
具没有分开的话，会造成手足口

病在幼儿园或者托幼机构流
行。”

许静表示，避免通过口水交
叉感染疾病一个很好的习惯就
是使用公筷，因为公筷不跟人体
接触，只跟食物接触，用公筷能
直接阻断诸如口腔疾病、消化道
疾病、 胃病等疾病的感染与传
播，因此使用公筷是安全、健康、
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文明礼仪
的体现。

躲不掉的“口水菜”市民吐槽

“口水筷”上细菌多医院实验

亲友相聚、围桌共餐是中国
人传统的饮食习惯，记者探访一
些饭店发现，现在很多餐桌已设
有公筷，一般规模稍大的饭店都
会提供公筷公勺服务，有时候一
张桌子会备几双公筷，但并不是

所有公筷都会被使用。 不过，很
多客流量大的中小饭店往往一
张桌子上只有一双公筷，有的则
放置在盆里由食客自选。

此外， 为了表示亲近友好，
相互夹菜是餐桌上常见的场景，

记者就“聚餐时您会提出使用公
筷吗”进行了随机调查，大部分
受访者表示不会主动提出，但有
就会用。 市民周莉告诉记者，和
亲戚朋友聚会时，基本不会主动
提出加公筷。“如果吃饭的时候
提出使用公筷， 很影响气氛，而
且如果是朋友或者一家人在一
起吃饭，就更没有摆公筷的必要

了。”
王伟是一名中学老师，他对

聚餐不使用公筷的现象表示无
奈。他告诉记者，如果餐桌放有
公筷公勺， 用起来就很自然，也
很卫生。但如果没有，刻意通知
服务员拿上来，自己就会被人误
会很做作。 为了避免伤了和气，
他不会主动提出使用公筷公勺。

“夹菜用公筷”难在哪儿？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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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平） 昨天下
午， 扬州市交通发展规划对接交流会在我
市召开，市委书记谢正义、省交通运输厅厅
长陆永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秘书
长陈锴竑，副市长丁一参加座谈。

在听取了省交通运输厅课题组关于扬
州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方案的介绍后， 谢正
义代表扬州市委、 市政府感谢省交通运输
厅对扬州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他说，省交通运输厅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加快全省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 主动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 就扬州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战
略与规划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专程指导，帮
助扬州编制了一份高质量、 高水平的交通
发展规划。

谢正义表示， 扬州将服从服务全省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大局，勇于担当，争
创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城市。 扬州
地处江苏中心位置， 是南京通向苏中苏北
的门户， 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主流交通方
式的发展变迁， 城市发展史就是中国交通
史的缩影，目前已构建了公、铁、水、空、管
等全方式交通体系， 有条件也有信心建设
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城市。 我市将
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对扬州城市交通的规划
定位，突出“融合”和“特色”两大主题，加强
与全国交通路网、宁镇扬区域发展的融合，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多种交通方式融合，努
力实现与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创造“第
四次辉煌”城市发展目标的深度融合；进一
步打造和彰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运三
种交通方式国家主干线主轴清晰、 齐头并
进， 交通干线廊道与国家级生态廊道高度
一致、相互叠加，主城区交通体系“外高内
快、主次匹配、枢纽居中、快连快通”的优势
和特色。

谢正义指出， 争创全省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示范城市，首先要打造创新点和亮点，
希望省交通运输厅把整个宁镇扬地区视为
一个城市进行统筹考虑， 加快实施北沿江
高铁、扬州与镇江第三条过江通道、以宁扬
城际为先发的宁镇扬城际轨道交通等锚固
宁镇扬一体化的先导工程、核心工程。希望
省交通运输厅与扬州市委、市政府一道，推
动春秋航空做大扬州基地， 打造低价国际
旅游航空中心；将环邵伯湖、高邮湖公路打
造成全省“四好公路”“最美公路”的示范，
引领乡村旅游发展；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 在江都邵伯地区打造全国领先的船闸
博物馆。

陆永泉表示，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 省交通运输厅紧密结合各
个城市的发展定位， 认真剖析各个城市的
交通需求， 对各个城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战略与规划进行系统谋划。 此次来
扬进行交流对接，省交通运输厅希望从省、
市两个视角，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制订好
扬州市交通发展规划，并纳入到全省交通规划建设体系。下一步，省交
通运输厅将认真吸收扬州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尽快完善扬州市交通发
展规划方案，尽快列出相关先导工程建设的时间表，为扬州争创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第四次辉煌”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夹菜用公筷
拒绝“口水菜”

走过万里长路，跨越2100年的思念回到故乡

“细君公主”回扬省亲
细君公主文化园昨在汉陵苑开园

详见2版

广陵经济开发区“红色引领 绿色家园”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细君公主”回扬省亲文艺表演。董辉 摄细君公主塑像和背景浮雕揭幕。刘江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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