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部门悬赏“捉拿”
倾倒垃圾者

本报报道“园林省道”变垃圾场引关注———

本报讯 （扬路宣 惠倩倩

露莎） 昨天，本报报道的《一夜
之间4个垃圾堆谁干的？》 一文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好好的“园
林省道”沦为“垃圾场”，令人痛
心。记者从公路部门了解到，昨
天公路部门发出悬赏通告，“捉
拿”随意倾倒垃圾者，请有线索
的市民及时拨打电话。

仪征公路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针对倾倒者常利用监控盲点
夜间倾倒，他们加大了重点地点
的夜间巡查，“我们也希望市民
能给我们提供线索，帮助我们一
起抓到这些环境破坏者。”

记者了解到， 昨天公路部

门发布悬赏通告，具体内容为：
“针对近日不法分子在仪征市
353省道公路路边恶意倾倒垃
圾，破坏公路环境行为。仪征市
公路管理站公开向社会‘悬赏’
捉拿随意倾倒垃圾， 破坏公路
环境者。从即日起，凡发现在公
路沿线倾倒垃圾行为， 向公路
部门举报线索 （最好附有图片
或者车号 ），一经查实的 ，公路
部门将给予单次2000元现金奖
励， 当场抓住倾倒垃圾者或者
车辆的， 给予单次3000元现金
奖励。“有线索的市民， 可以拨
打举报电话83415109或者直接
拨打110。”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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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扬州日报·安利小候鸟之家夏令营

“小候鸟”走进
“扬州家风馆”

一组“表情包”感受家风故事的正能量

“原来朱自清是扬州人！就住
在附近不远 ”， 小候鸟曹犇说 ，
“我还会背诵朱自清的散文《春 》
呢”！

一声惊叹，语气里充满自豪。
很多扬州古代先贤， 孩子们都不
太知晓， 但是语文课本里经常出

现的朱自清是孩子们十分熟悉
的，《荷塘月色》、《背影》等都是朱
自清很出色并为人知晓的作品 。
“朱自清非常有骨气， 一身重病，
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听到讲解员的介绍， 孩子们连连
竖起大拇指。

“表情包” 自豪

“表情包” 敬佩

家风馆里， 也展示当今扬州
人的家风故事， 当听到讲解人介
绍宝应“绣娘”莫元花一家“带领
三千农村绣娘走上脱贫致富路 ”
的事迹时， 小候鸟们一脸敬佩 ：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过她的报
道”。1989年，她的父亲退伍后，放

下枪杆子，拿起绣花针，创办乱针
绣作坊， 带领他的子女莫元国和
莫元花分别从发展企业和技术创
新入手，将乱针绣发扬光大，带动
近千名留守妇女勤劳致富。 孩子
们用手机拍下莫元花的一组漂亮
的照片。

“表情包” 沉思

明代末年，清军围攻扬州城，
史可法拒不投降。 听闻史可法守
城期间给居住在南京的家人寄去
了六封遗书，壮烈战死前线。对史
可法这段历史，孩子们有些陌生，

他们都陷入了沉思。 安利志愿者
马达已是第五年参加 “小候鸟之
家”活动，他说，史可法纪念馆就
在附近， 有时间我们会帮助孩子
们补上这一课。

“表情包” 喜悦

参观结束， 本报记者与安利
志愿者与“小候鸟”们现场互动交
流，“家风馆里， 谁记得扬州先贤
的名字多？”话音刚落 ，王辰希小
朋友抢答，“朱自清、史可法、欧阳
修……” 一拨小朋友像打擂台一

样，一口气报出许多的姓名，讲述
最印象深刻的家风故事， 安利志
愿者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奖品小汽
车存钱罐。孩子们特别开心，希望
有更多的小伙伴来参加扬州日
报·安利“小候鸟之家”夏令营。

7月 13日 ，2018
扬州日报·安利 “小
候鸟之家”夏令营首
站走进扬州市家风

展示馆。在品读优秀
的家风故事中 ，“小
候鸟” 们或敬佩、或
沉思 、或惊讶 、或自
豪，一组 “表情包 ”，
折射正能量的家风

故事直抵他们幼小

的心灵。
扬州市家风展

示馆位于文昌阁商圈

毓贤街8号。据工作人
员谢采钰介绍， 自今
年5月10日开馆以来，
市机关单位和企业参

观159批次超万人，市
民自发参观近6000人
次， 成为讲述家风故
事， 传承良好家风的
好阵地、好平台。

当天上午，气温
高达36℃， 走进阮元
家庙仿古建筑群，古
朴、幽静、阴凉，闹中
取静，“小候鸟” 们顿
时安静下来，跟着导
游的讲解，阅读墙壁
上图文浮雕演绎的

家风故事，触摸感应
屏，观赏家风短视频。

记者 胡俭 董鑫

实习生 桂宇 正妍

通讯员 蒋志红

扬州悦港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10110782856167),注册地址：
扬州市大虹桥路18号，法定代表人：江暾。

因你单位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构成了不
正当价格行为， 本机关决定给予你单位
以下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价格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现将《行
政处罚决定书》（〔2016〕扬价检案9号）公
告送达，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扬州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扬州市淮海路56号306室）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详
见 扬 州 市 物 价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wjj.
yangzhou.gov.cn/)公示公报栏目。

江苏森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72284880-4),注册地址：江苏省扬州
市广陵区万福路318号。法定代表人：常靖。

因你单位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构成了不
正当价格行为， 本机关决定给予你单位
以下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价格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现将《行
政处罚决定书》（〔2015〕 扬价检案24号）
公告送达，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扬州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
断局（扬州市淮海路56号306室）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
详见扬州市物价局官方网站 (http://wjj.
yangzhou.gov.cn/)公示公报栏目。

扬州市物价局

2018年7月14日

公 告
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定于2018年7月20日

15：00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房地产拍卖会，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邗沟路36号409室非居住房地
产，建筑面积50.35平方米及相应出让土地使用权，
参考价：20.03万元（标的相关瑕疵见拍卖规则）。

二、拍品展示日为7月17、18日，有意参拍者请
于2018年7月19日16时前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和2万
元竞拍保证金到本公司财务部办理竞拍登记手
续。

三、联系地址：扬子江北路399号，87367645、
13004336335网址：WWW.YZPMH.COM

拍卖公告

外贸半年报折射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信号
海关总署13日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

海关总署13日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数据，7.9%的同比增速印证外贸稳
中向好态势稳固，诸多细分领域的数据则从
侧面传递出我国坚定对外开放、加速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信号。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4.12
万亿元，增长7.9%。其中，出口7.51万亿元，增
长4.9%；进口6.61万亿元 ，增长11.5%；贸易
顺差9013.2亿元，同比收窄26.7%。海关总署
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说，这是自2016年第三季
度起， 我国贸易顺差连续第8个季度呈现同

比收窄态势。
“贸易顺差连续收窄是我国宏观经济变

化的必然结果。”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
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我国由生产型
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从工业化社会转向服
务业化社会，这种宏观经济的重大变化必然
导致贸易顺差收窄。

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我国政府多次表态不主动追求贸易顺差，并
出台多项扩大进口政策，以促进对外贸易平
衡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推动

经济结构升级。“从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
度来看，显而易见，我国扩大进口、促进外贸
平衡发展落到了实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
出口4.4万亿元，增长7%，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58.6%。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增长8%，
机械设备出口增长9%。同期，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合计出口1.41万亿元，下降4.1%，占出
口总值的18.7%。

进口方面，我国进口原油2.25亿吨，增加

5.8%；天然气4208万吨，增加35.4%；成品油
1649万吨 ， 增加9.7%； 铜260万吨 ， 增加
16.3%。同期，水海产品进口量增加12.4%；化
妆品增加1倍；医药品增加8%。

“我国外贸增长动能呈现有序转换、提
质增效态势，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优质
消费品进口保持良好增势。”黄颂平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注意到，上半年，我国固体废物进口量
大幅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
量减少8.7%。

“这表明，我国外贸绿色发展效果正在
逐步显现。”白明说，近些年来，在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方面， 我国努力有目共
睹、成绩有目共睹、贡献有目共睹，这不仅有
助于我国自身产业转型升级，还对世界可持
续发展贡献巨大。

黄颂平表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较快增
长为全年外贸稳中向好运行奠定了基础，随
着国内市场向世界进一步开放共享，对外贸
易将更加平衡发展。

新华社发

自交通违法非现
场曝光全面记分以来，
扬州公安交警部门进
一步优化违法曝光处
理点的设置，新增自助
处理机设备 ， 并提供
“交管12123”网站和手
机APP、 “扬州公安微
警务”、“支付宝” 城市
服务等多个网上处理
渠道，方便大家进行违
法处理。

为防止 “黄牛”代
处理买分卖分，交警部
门还在窗口增加了高
拍仪、 二维码扫码枪、
身份证读卡器等设备，
加强对处理人员的身
份核实。同时经过摸排
调查， 6月28日， 警方
查获在扬买分卖分违
法嫌疑人3名， 并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进
行拘留和罚款处罚。

交警部门提醒，车辆
驾驶人应及时查询处理交通
违法。 祝隽 张玉峰

扬州交通违法非现场曝光全面记分以来———

交通秩序明显改善
违章降27.83%

记分46.89万人次；违反禁令标志占总量四分之一

自2017年

7月1日，扬州对

交通违法非现

场曝光全面记

分。一年来，交

通违法情况如

何？哪些违章排

名靠前？昨天下

午，交警部门权

威发布了数据

分析。

1.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的

2.驾驶中型以上载
客载货汽车、 危险物品
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

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未达20%的
3.驾驶机动车违反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4.驾驶中型以上载
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
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

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

时速 20%以上 未 达 到
50%的

5.机动车违反禁止
标线指示的

6.机动车通过有灯
控路口时， 不按所需行
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7.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

的部分常见记分

非现场曝光
违章排名

一年来，在汽车保
有量增加7.03万辆、增
长10.45%， 机动车驾
驶人增加7.39万人、增
长5.83%的情况下 ，全
市机动车交通违法总
量呈明显下降的态势，
同比下降了 27.83% ，
交通事故总量同比下
降了8.64%，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了
15.77%， 全市交通秩
序明显改善，机动车驾
驶人守法意识提高。

对交通违法非现
场曝光全面记分以来，
截至今年6月底， 我市
交通违法非现场曝光
处 理 记 分 46.89 万 人
次。其中，一年内累计
被记 6分以上的 33.42
万人 ， 记12分以上的
2.64万人，已参加满分

学习考试的达6810人， 同比
上升103%，正在或即将参加
满分考试的有9467人 ，A、B
照记分需参加审验学习的达
3.8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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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仅 “机
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的 ” 违法行为约占
违 法 总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且近期该交通违
法 行 为 起 数 上 升 明
显。

警方透露 ，“机动
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的” 主要是指违反禁
止停车标志违停和违
反禁止驶入标志两种
违法行为 ， 该违法行
为记3分。此外，“驾驶
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的 ” 违法
行为排在第三位 。警
方提醒 ， 该违法行为
记6分，驾驶人切莫闯
红灯。

记者注意到 ，“机
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
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

驶入导向车道的” 交通违法
行为也较为普遍， 一些驾驶
人在路口没有按照导向车道
行驶，如右拐车道直行等，该
违法行为记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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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烧烤模式”注意防暑降温
35.5℃！主城区现出梅后首个高温日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昨天，
主城区迎来出梅后首个高温日 ，
达到35.5℃。 据市气象台的预报，
14日到 18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较高。亲们，近期连续“烧

烤模式”，请注意防暑降温。
据昨天下午4时，市气象台发

布的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 今天
晴， 东南风3到4级， 早晨最低气
温 ：27℃到 28℃ ， 白天最高气温

36℃左右。明天晴到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27℃到28℃， 白天最高气
温35℃到36℃。 后天晴到多云，早
晨最低气温：27℃到28℃， 白天最
高气温35℃到36℃。

节目丰富 精彩节目
歌颂幸福新时代

活动现场，快板、模特走
秀、舞蹈 、清曲 、戏曲联唱等
节目十分吸引眼球。 万福社
区舞蹈队精彩的模特走秀拉
开了晚会的序幕。 这支舞蹈
队由退休女职工组成，走T台
的台风丝毫不输给专业演
员。“悠悠一轮扬州月， 阴晴
圆缺几春秋。”万福社区的演
员们带来的清曲十分优美 ，
让现场观众为之沉醉。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
年，展现新时代、新变化也成
为此次晚会的重要主题 。来
自万福社区的戴丽等人带来
的朗诵 《我们的新时代》，歌
颂了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为

时代进步作出贡献的市民。
快板《湾头新时代》讲述

了湾头新时代巨大变化 ，讲
述了湾头镇如何从平凡小镇
成为特色小镇、美玉之乡，老
百姓如何通过奋斗过上幸福
生活。

大咖云集 木偶魔术
等引来阵阵掌声

活动中，国家一级演员、
扬剧表演艺术家赵紫君给
大家带来了扬剧 《鸿雁传
书》， 优美的唱腔赢得了阵
阵掌声。“‘扬州发布’ 以这
样的形式走到百姓身边，非
常好。” 赵紫君是 “扬州发
布 ”的忠实粉丝 ，她很乐意
参加这样的活动。“‘扬州发
布’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

百姓身边的权威媒体。”
阿为的魔术表演吸引了

很多人， 台下的小朋友们看
得两眼放光。其中，绳子被一
切两段又被快速复原的魔术
表演， 让台下观众连连拍掌
叫好，感叹魔术的神奇。江苏
省木偶剧团青年演员郭江带
来的木偶表演 《小和尚》，以
三个和尚没水喝为原型 ，表
演得可爱有趣。

现场服务 社区楼栋
长温暖上岗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活
动有一个温暖的环节， 来自
万福社区的几十名楼栋长拿
到了自己的聘用证书以及工
作装备包。接下来，这些新上
任的楼栋长将更好地为居民
朋友们服务。
陈旭 陈天仪 徐海峰 陆康洁

第三届“扬州发布扬州网进社区”活动走进万福社区

精彩节目歌颂幸福新时代
为回报百万 “扬州发布 ”用户

的厚爱，今年6月10日，第三届 “扬
州发布扬州网进社区”系列晚会正
式启动。 昨晚7点30分， 第三场晚
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廉
风送爽 平安万福” 主题活动暨万
福社区成立一周年文艺汇演隆重

举行 ， 为居民们带来一道文娱大
餐。

本次活动由广陵区湾头镇党

委政府、“扬州发布”、扬州网主办，
万福社区 、万福村 、联合村 、沙联
村、田庄村、茱萸湾社区、天顺花园
社区协办，奇瑞新能源扬州金隆4S

店冠名。同时 ，活动也得到了中国
移动扬州分公司、南京银行扬州分
行、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御手
堂盲人按摩保健中心、湾头镇平安
建设服务中心、扬州湾头玉器特色
小镇有限公司、扬州九龙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小候鸟”参观学习扬州家风馆。庄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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