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食谱 保证安全营养，融入扬州风味

查酒店 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对瘦肉精检测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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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上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
府与扬州农商银行在广陵区政府一号会
议室召开了“服务乡村振兴 支持实体经
济 战略合作签约暨普惠金融推进大
会”。广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峰和
扬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臧正志
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参加会议的还有
广陵区所辖乡镇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
辖区内乡镇企业代表以及扬州农商银行
分管负责人和各相关部室支行负责人。

扬州农商银行作为服务扬州地区的
农村金融主力军， 率先在全市开展政银
合作， 共同推动扬州地区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要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金融支持是“血

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实现农
业产业高效发展和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首先就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此次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

会上， 臧正志董事长要求扬州农商
银行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的相关部门和支
行要主动服务上门，以推广“阳光信贷”
工程为切入点，积极做好建档基础工作。

坚持回归本源、植根实体、不忘初心、服
务“三农”，着力解决普惠金融中的难点
痛点问题， 助推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

王峰也对辖区各级政府部门提出了
两点要求， 他要求辖区内乡镇一级政府
要做好服务， 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
传，将农户、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引
导到正规渠道上来。 同时要将本地区的
产业结构、企业情况、招商情况主动与农
商银行进行对接，夯实合作基础、扩大合
作空间， 尤其是各村组要真正成为农户
与农商银行间的纽带， 共同建立起高效
的金融服务平台， 把普惠金融的实惠真
正落到老百姓身上。 黄海 余涛

扬州农商银行：政银合作 普惠金融助力广陵乡村振兴
———扬州市广陵区政府与扬州农商银行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合作

下午，二十四桥宾馆的后厨
已是热火朝天，多名大厨正现场
制作运动员晚餐。酒店负责人告
诉记者 ， 他们拿出了最好的餐
厅， 能容纳220人同时就餐。“为
了更好地服务省内青少年运动

员， 菜肴安排充分考虑到安全、
营养 、卫生 ，同时安排一些具有
扬州风味的特色佳肴，如扬州炒
饭 、狮子头等 。我们坚决不允许
任 何 外 卖 进 入 宾 馆 餐 厅 和 房
间。”酒店餐饮负责人说。

洪昊告诉记者，对于省运会
运动员餐菜谱，他们特邀请扬州
大学旅游烹饪学院营养学教授
作指导 ， 制定了25套运动员食
谱 。这些菜谱荤素搭配 ，既保证
了运动员的能量摄入，又具有扬

州特色 ，如荷藕狮子头 、鸡汁煮
干丝、扬州炒饭等。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进入7、
8月，菜肴供应品种有变化，目前
筹委会正考虑适当增加一些菜
品， 对菜谱进行扩容。 洪昊说：
“菜谱扩容的前提是安全， 然后
再考虑营养 、 供应链 、 扬州特
色。”

我市昨督查省运会医疗救护、食品安全工作

全面保障运动员健康和食品安全

江苏省第十九

届运动会第二阶段

各项比赛正在我市

如火如荼地展开。昨

天，由省运会筹委会

工作人员组成的督

查组，实地考察了市

体育公园综合馆、香

格里拉酒店、栩豪国

际酒店、二十四桥宾

馆。督查组现场查看

发现，我市在赛场和

定点酒店均配备医

疗救护点，食品安全

监督员也24小时进

驻定点酒店，全面保

障运动员健康和舌

尖安全。

督查组工作人员首先来到
正在举行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的
体育公园综合馆。在场馆外的停
车场内， 两辆救护车随时待命。
赛场边，专为赛事服务的医护站
旁设有醒目的指引牌，六名来自

扬州市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端
坐桌边，桌子上摆放着药品和专
业急救设备。

筹委会医疗卫生部工作人
员沐诚告诉记者 ：“比赛对医疗
保障的要求很高，每场赛事我们

都配备两组急救单元，这样出动
一组人员时 ， 另一组能及时补
充 。此外 ，比赛时还要保证医疗
救护工作到位。”

急救医生张中现场打开了
急救箱，里面的药品和设备多达

四五十种。
“针对不同的比赛我们会配

备不同的药物，例如今天的拳击
比赛， 运动员需要的除颤仪、绷
带、跌打喷雾 、呼吸气囊 、担架 、
冰袋等一应俱全。”张中表示，现
场的急救设施准备充足，就连运
动员胃肠道不适可能用到的药
物都备好了。

酒店是运动员、教练员和嘉
宾对扬州的第一印象 。 昨天下
午，筹委会一行检查了香格里拉
酒店 、栩豪国际酒店 、二十四桥
宾馆这三家酒店。

扬州栩豪国际酒店的厨房
操作间的地面、 桌面干净整洁，
厨师们正在忙着准备运动员的
晚餐。市食药监局食药安全总监

洪昊说，他们对该酒店进行过多
次突击检查 ，从细节抓起 ，全面
规范。“拿消毒柜温度来说，以前
酒店都是简单打打勾，后来我们
要求把每个时段温度都标上。”

运动员餐饮尤其要避免食
源性兴奋剂，主要来源于畜肉制
品中的瘦肉精。该酒店入驻的都
是拳击运动员，对瘦肉精检测要

求非常高。记者看到检测室有一
叠合格证，除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外，还有瘦肉精检测结果处理通
知单。

记者了解到，市食药监部门
还邀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每
样食材进行检测，检测内容涉及
瘦肉精、 农药残留等多个项目。
此外，运动员食用猪牛羊肉等全

部留样，采用专用冰箱或冰柜保
存7天以上。通过多道关口把关，
杜绝瘦肉精猪肉、牛肉进入运动
员餐桌。

冷菜间 、主炒间 、客房……
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仔
细检查 。在酒店客房 ，工作人员
表示，接待宾馆需按照要求对客
房用具及时清洗 、消毒 ，饮用水
定期检测 ， 对水质进行抽样化
验，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
卫生标准要求。

本报记者 黄静 探赛场 医疗保障专业到位，“急救百宝箱”一应俱全

’’
主城区53家泳池接受“考试”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昨天，记者跟随市卫生监督所对城区多家游泳场所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从现场初筛情况
来看，总体状况较好，半月后将向社会公布水质检测结果。

昨天下午1时多， 记者跟随卫
生监督部门来到市游泳健身中心，
工作人员现场检测了比赛池和浸
脚池的余氯含量。据了解，现场进
行的快速检测项目一般只测余氯。
余氯是指水经过加氯消毒，接触一
定时间后，水中所余留的有效氯。

通过比色得知，该游泳池余氯

为“0.4”，浸脚池余氯为“8.5”。“游
泳池正常范围是0.3到0.5， 浸脚池
的范围是5-10， 这两项都符合标
准。”市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介绍，
“余氯的数值既不能太低， 也不能
太高。低了，消毒效果差，水中的微
生物会超标，易发生传染病；高了，
会对皮肤和呼吸系统等产生刺

激。”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保
证水质，该中心每隔两小时就会进
行一次余氯检测。

在迎宾馆游泳池，卫生监督所
工作人员在游泳池浅水区检测发
现 ，余氯含量为 “0.45”，浸脚池为
“8.5”，符合正常范围值。工作人员
还对游泳池水质进行了采样封瓶，
送疾控中心实验室进一步检测。检
测项目分别是菌群总数、大肠杆菌、
尿素、余氯和浑浊度。

“今年的检查覆盖了城区53家
游泳场所，比去年多9家。”市卫生
监督所所长助理王礼富介绍，主城
区游泳场所逐年增加，除了一些社
会游泳馆，还有一些新建的高档小
区、星级酒店等都配置了游泳池。

据悉， 本次监督检查到13日

结束， 主要针对建立卫生管理档
案情况；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
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 公示卫
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
生检测信息情况； 按规定对顾客
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

况。 监督抽检项目包括游泳池水
浑浊度 、游离性余氯 、细菌总数 、
浸脚池水余氯等。

近几年，卫生监督部门都发布
了游泳场所“红黑榜”，对现场检测
不合格的游泳场所进行公示 。今
年，卫生监督部门还将延续这一方
式，检测和抽检结果预计在半月后
公布。对于不合格的泳池，会要求
其立即整改。 韦晔 丁云

现场检测：总体情况较好

市卫生监督所有关人员表示， 市民发现游泳
场所存在水质混浊、有异味等问题时，可以随时拨
打87036078举报。到泳池后，要“一看”，看水是否
清澈，水面上有没有漂浮的杂物；“二闻”，闻闻泳
池里是不是有消毒液的味道；“三观察”，观察泳池
里是不是有专人看管， 游泳者须冲淋后才能进入
泳池游泳。

提醒：遇到问题时可以举报 专项检查：主城区53家泳池一一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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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博物馆受邀参加

大运河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用
今人的智慧点亮千年的文化遗
产，昨天，以“千年文脉见初心·
美好生活创未来”为主题的“大
运河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
赛”在北京正式启动，扬州博物
馆受邀参赛。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地区文
化遗产丰富， 文化价值和文化
功能正在不断彰显。 作为实施
“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
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试点等工作的抓手之
一，“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
新创意设计大赛” 已经列入国
家文物局2018年工作要点。

大赛以“千年文脉见初心·
美好生活创未来”为主题，汇聚
国内外优秀的设计力量和文创
企业， 针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
地区的文博单位和文化遗产，
创作、 遴选出一系列兼具创意
与实用的文创产品。 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沿线地区文化文物资
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让文物
“活起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IP，
推动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
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 优秀作品产业化
后可推荐给国内外知名互联网
电商进行销售， 也可在博物馆
进行销售， 通过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博物馆、设计师签订三
方协议的形式， 约定每销售一
个文创产品， 向基金会捐赠一
元，用于“文化遗产创新创意”
公益活动。

作为与大运河同生共长的
城市、 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牵
头城市，扬州一直致力于“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
一活态的历史文化资源， 扬州
博物馆近年来也集多方智慧，
注重文博产品的开发。 在昨天
的大赛启动仪式上， 我市文物
部门负责人在现场介绍了扬州
博物馆藏品资源， 希望借助此
次高端大赛这一平台， 与一些
优秀的设计力量和文创企业达
成合作， 助推扬州博物馆馆藏
文物元素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京杭运河扬州段
水上交通管制

期间旅游船（艇）禁止进入或通过

本报讯 （善娟 露莎） 记
者昨从扬州地方海事部门获
悉，为确保过往船舶安全，将对
京杭运河扬州段进行水上交通
临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竹木
排筏、草帮船和旅游船（艇）进
入或通过该水域， 交通管制将
延续至汛期结束。

据悉，7月9日，万福闸流量
4180m3/s， 三河闸流量5000m3/
s，汪家窑横流流速1.021m/s，梁
家港横流流速0.925m/s， 给船
舶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 根据
《2018年扬州市汛期水上交通
管制联动方案（试行）》要求，我
市启动水上交通管制Ⅲ级应急

响应， 在泄洪期间实施水上交
通管制。

水上交通管制将延续至汛
期结束， 管制水域为京杭运河
扬州段 （六圩口门至宝应原双
闸渡口向北50米）。交通管制期
间，禁止一切竹木排筏、草帮船
和旅游船（艇）进入或通过该水
域；所有不适航（拖）船舶（队）
禁止通过管制水域； 允许通过
的船舶必须服从现场海事人员
的统一指挥， 按指定地点有序
停靠，严禁抢档和强行通过。

交通海事部门提醒船舶航
行时要谨慎驾驶，控制航速，与
前船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近期，陈集镇卫生院组
织医务人员为全镇 35-64
岁育龄妇女免费提供宫颈
癌和乳腺癌“两癌”检查。丁
桥村积极响应，并通过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使广大妇女形成

“两癌”早诊断、早治疗的意
识，降低“两癌”对妇女的健
康威胁。目前，该村已有部
分居民签署了《“两癌”筛查
自 愿 免 费 检 查 知 情 同 意
书》， 并领取检查通知及检
查表。 李丹丹

基层快讯

双桥社区党总支联合双桥街道党建红盟理事单位扬州大学匠

心党支部举行“童心向党，关爱‘小候鸟’”夏令营启动仪式。本次主
题系列夏令营活动， 主要面向辖区7—13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党员志愿者通过安全教育课、文化课、儿童心理辅导、DIY手工制
作、亲子互动小游戏以及圆梦微心愿等为主题的活动课程，为辖区
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带来精彩的暑期学习生活。 董辉 张云 摄

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
党员群众干部学理论、用理
论的热情，洼字街社区近日
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知
识竞赛。 竞赛设置必答题、
抢答题等多个环节，综合检

验选手个人理论知识储备、
现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
水平，全面展示了社区党总
支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成果，强化了干部群众对十
九大精神的理解领悟。李梅

知识竞赛 以赛促学

免费筛查 保障妇女权益

卫生监督部门现场检测。

（上接1版）

创下十多项社会建设“第一”

走进琼花观社区， 一条条街巷，
四通八达，无论拐进哪里，都很干净。
老城墙挂着绿植，看上去很舒服。李华
爱啃硬骨头，把老城区打扮出新模样，
让社区居民过上有滋有味的生活。

李华克服困难，连续创下了十多
项社会建设“第一”———第一个办起了
“阳光学堂”， 让孩子们放学以后有个
好的去处；第一个办起了“慈善超市”，
依靠全社会的赞助， 困难家庭每月可
以免费领取生活必需品； 第一个搞起
了“智慧养老”，为孤寡老人和空巢老
人家中安装了红外传感器、 配备了智
能手环， 使他们的起居时刻处于呵护

之中；第一个创办了“周末剧场”，把居
民的自娱自乐上升到文化建设的高度
……她用行动获得百姓的点赞。在扬
州社区首次无候选人一次性选举试点
工作中，她以99.9%的高票当选。

服务品牌在百姓心中响当当

张慧萍是一名孤女，20多岁时患
了严重的自闭症， 无法成家立业，更
不想吃药。获知此事后，李华每天下
午五点钟准时到她家， 倒好热水，连
哄带骗，伺候她把药吃下去。五个多
月后，张慧萍对她说：“李主任，人家
都说我没有妈妈，我越来越觉得你像
我妈妈。”

李华带领她的团队为百姓提供
贴心服务，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她不

断完善居民自治机制，使全体居民拥
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她主导建立了43个社团组
织，使其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 、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 ”的重要平
台； 她在扬州率先开展了 “三社联
动”，成为扬州服务项目最全、服务质
量最精、 服务力量最强的社区之一，
让社区居家养老、慈善超市、艺苑苗
圃等服务品牌在百姓心中响当当。

她曾充分汲取居民的智慧，将文
化里街坊建成全市首个老城区的生
态小区，其经验应邀在菲律宾马尼拉
召开的 “世界公共政策联盟论坛”上
作了推荐。她说：“22年来，百姓的一
张张幸福笑脸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再苦再累也值得。”

爱啃硬骨头的“小巷总理”

夹菜用公筷 饭店社区“筷”行动
（上接1版）

润扬社区副主任吴永平表示，社
区的电子屏、宣传栏在全面宣传“扬
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文明之风渐
入人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夹
菜用公筷’宣传力度，并在本月下旬
举行‘文明公筷’活动，通过互动让市
民参与进来。”吴永平表示，社区一直
都定期举办健康讲座，下一期主题将
围绕“公筷与健康”展开，助力文明城
市新风尚。

市文明办、市民观察团为设
立“公筷宣传日”点赞

昨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蒋元峰表示 ，《扬州日报 》
“夹菜用公筷，拒绝‘口水菜’”系列报
道组织开展及时、 舆论引导正确，市
民关于设立“公筷宣传日”的倡议非
常好 。蒋元峰表示 ，丰富 “公筷宣传
日”活动内容和载体很有必要，可以
以7月11日为起点，扩大为“公筷宣传
周”“公筷宣传月”。

市民观察团团长王麟来说 ，自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发布后，市
民观察团一直采用多种形式跟进宣
传。对于“夹菜用公筷”，不少市民意
识还不够强，如果有了“公筷宣传日”

来扩大影响， 不但可以提高个人素
质，更能提升城市形象。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吴林斌认为，筷子是中国文化的象
征，“在大家的传统观念里，家人一起
吃饭很有氛围， 但随着卫生意识、文
明程度的提高，现在用自己的筷子给
别人夹菜，既不符合卫生要求，也不
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吴林斌表示，
使用公筷，既能保留我们传统文化的
热情，也能展现我们的文明进步，“细
节决定形象，推广‘公筷宣传日’很有
必要。”吴林斌说，现代礼仪既要传承
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月塘镇纪委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本报讯 （郑习年）今年以来，月塘镇纪委始终坚持把
纪律挺在前面，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当好教育员、监督
员、守门员，引导党员干部知行止、明规矩、存敬畏。

当好“教育员”。坚持“教育为主，预防在先”的理念，把
握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廉政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和
廉政谈话，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政自律意识。

当好“监督员”。把握好监督的尺度和节奏，开展对一
线关键风险点的从业人员的廉洁检查和防控， 并严格考
核；对党员、干部进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做到监督“常态
化”，营造风清气正、廉洁从政的氛围。

当好“守门员”。坚持抓早抓小，前移监督检查关口，加
大对重大工程项目、活动检查力度，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防止小错变成大祸，把纪律挺起来，把规矩立起来。

现场初筛状况总体较好 半月后公布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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