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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特长 打造永恒城市经典

三湾公园建管工作移交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本报讯 （记者 张孔

生）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三
湾公园交接仪式，市城控集
团和蜀冈—瘦西湖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共同签署了移
交协议书，三湾公园建管工
作由城控集团正式移交给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打造永恒城市经典。副市长
何金发出席仪式并讲话。

何金发对三湾公园建
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指出三湾公园是举全
市之力打造的重点项目，也
是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
区和城控集团通力合作的
项目。希望景区管委会要握
好接力棒， 发挥专业特长，
提高站位 ， 精心绘好二期
“一张蓝图”，不辱使命实施
好每一项工程，与城控集团
一道合力将大运河三湾段
建设成大运河文化带中精
彩的一段。

民兵课目演示增强战斗力

扬州军分区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景佳 周晗）
“全体注意， 无人机行动进
入状态……”16日， 在高邮
市菱塘回族乡，一场由女民
兵规范演示的应急行动，在
气温30多摄氏度的演练场
上有条不紊地进行。市委常
委 、 扬州军分区司令员郦
斌，扬州军分区政委吴广晶
现场观摩。

当天，由扬州军分区组
织开展的 “传承红色基因 ，
担当强军重任 ” 主题教育
第二专题集中学习暨 “和

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 ”活
动 ， 按实战要求开展民兵
“四会教练员 ” 课目演示 ，
来自高邮市 、仪征市 、广陵
区民兵 “四会教练员 ”的水
上应急救援 、 攻击目标示
教 、进入建筑物等6个课目
参加演示。

“今天的活动非常丰
富 ， 激 励 我 们 更 努 力 训
练 。” 军分区130余名官兵
实地观摩了民兵 “四会教
练员 ”课目演示 ，并听取了
辅导讲座。

感悟真理力量 启迪思想解放

扬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宣讲团走进凤凰桥社区

本报讯 （韩宗晨） 日前，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
近马克思———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宣讲团走进凤凰桥社
区，结合社区的“解放思想大讨
论”专题组织生活会，以生动、
活泼的宣讲形式带领社区党员
们进行了一次感受信仰、锤炼
党性的精神之旅。

宣讲会上，来自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三名同学用
故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马克思
不懈奋斗的伟大一生，带领社
区党员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
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宣讲结束后，凤凰桥社区
举行“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组
织生活会，围绕“如何进一步解
放思想，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主题与宣讲团成员一
起就健全社区组织体系、加强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拓展社
区服务领域、促进社区文化建
设等工作进行了讨论。

本次宣讲团走进凤凰桥社
区是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理论三下乡” 活动的重要一
站。据悉，该宣讲团还将走进更
多街道社区，送去更加丰富多
彩的思想文化大餐。

36名学生来扬看企业品文化

“苏台大学生暑期传媒研习营”举行

本报讯 （扬台轩 张玉菁）
7月9日—24日，由省台办主办
的第二届“相约荔枝———苏台
大学生暑期传媒研习营”活动
举行。日前，来自南京大学和台
湾辅仁大学、佛光大学、正修科
技大学的36名学生来到古城扬
州，通过“体验式交流”，近距离
了解扬州、江苏的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

炎热的天气挡不住大学生
参访的热情。36名学生先后参
访了扬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双博馆、“486”非遗集聚区等，
对扬州台企生产情况、扬州传
统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没想到平时喝的康师傅饮料
就是这里生产的，整个车间自
动化程度很高。”在顶津食品生
产车间，不少学生对智能化生

产线和仓库竖起大拇指。在双
博馆，一些学生对扬州传统文
化赞不绝口：“扬州剪纸、雕版
印刷让我们印象深刻，希望还
有机会再来扬州。”

活动期间，南京大学学生
代表冼芷卉表示，很感谢“苏台
大学生暑期传媒研习营”提供
这次机会，大家一定会珍惜时
光，争取学到更多专业技能，和
台湾同学们建立起深厚友谊。
台湾学生代表辅仁大学黄诗婷
表示，很高兴能够参加研习营
活动，来到江苏这个富有文化
气息的地方，希望可以共同完
成优质的研习作品。

市台办相关人士表示，希
望两岸青年能够在活动中不断
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共同推动
交流与合作。

53名选手技能大比武

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昨天，由市残联主办、市特殊教
育学校承办的2018年全市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特殊教育
学校正式开赛。 与以往不同的
是， 这次不仅有电子商务、美
发、 中式面点等传统技能竞赛
项目， 更增添了不少 “高雅艺
术”项目，像茶艺茶道、素描绘
画、电脑排版设计等。

据市残疾人就业服务管理
中心主任刘德龙介绍， 昨天来
自各县（市、区）以及扬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七个代表队的53名选
手参加了8个竞赛项目的角逐。
经过一天紧张有序的竞赛，丁爱
华等一批优秀选手发挥出色，
获得了奖项。 此次技能竞赛既

是对我市残疾人职业培训成果
和残疾人技能水平的一次检
阅，同时也有效激发了残疾人学
技术的热情。此次竞赛产生的优
秀选手将由市残联组织集训，并
推荐参加全省残疾人技能大赛。

值得注意的

是，本单元全体业
主作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申请人，
负责意见统一、工
程报建、 设备采
购、 工程实施、维
护管理等相关工

作。申请人可以推
举业主代表作为

代理人负责上述

工作，也可以书面
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具有资质的设
计施工单位、电梯
安装企业、原建设
单位、 原产权单
位、第三方代建单
位等作为代理人。

政 务 速 递我市五部门联合出台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加装电梯政府最高补贴20万元
业主可申请使用公积金、住房补贴支付加装电梯的分摊费用

通讯员 周静 记者 丁蕾

7月10日，市房

管局、市财政局、市

规划局、市城建局、

市质监局联合出台

了《关于开展扬州

市区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昨天，五

部门联合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该《意

见》作了解读。据了

解，只要是完成电

梯加装的住宅业

主，政府将给予最

高一部电梯20万元

的补贴，同时业主

还可以申请使用住

房公积金、住房补

贴，用于支付加装

电梯的分摊费用。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申请加装电梯的住宅需
具备以下条件： 已建成投入
使用，具有合法权属证明、未
列入房屋征收改造计划 ，且
未设置电梯的、 经房屋结构
安全鉴定合格的住宅。 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应当经本幢住
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三分之二以上且占总户数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并
经加装电梯所在单元的全体
业主一致同意且签订加装电
梯书面协议。 拟占用业主专

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
部分的业主同意。

以上协议方案内容应由
本单元所在社区居委会在拟
加装电梯楼栋的所有单元楼
道口、小区公示栏等醒目位置
公示10天。公示期间因加装电

梯可能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
无实名制书面反对意见的，由
社区居委会在街道（乡镇）盖章
备案；有异议的，所在社区居委
会根据业主请求， 应当组织调
解， 促使相关业主在平等协商
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加装电梯有何条件？需征得本单元所有业主、本栋楼2/ 3业主的同意

加装电梯费用怎么出？该
负责人介绍，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所需建设、运行使用、维护
管理等费用，应当由申请人共
同承担。 申请人可以根据楼
层、户型面积等因素共同协商
费用分摊比例。申请人可以申
请使用有本套住宅产权的家

庭成员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
贴，用于支付加装电梯的分摊
费用。其中，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业主， 可凭电梯使用登记
证、加装电梯协议，以及政府
财政补贴凭证等证明材料，按
照《扬州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费用实

施办法》申请提取公积金。
政府对加装电梯是否有

补贴？记者了解到，如今安装一
部电梯总成本在40万元左右，
政府最高能给予20万元的补
贴。该负责人介绍说，对市区范
围内五层及以上的多层、 多产
权普通住宅加装电梯， 按照五

层16万元、六层18万元、七层及
以上20万元的标准， 由政府进
行定额补贴。补贴资金由市、区
两级财政各承担50%。 加装电
梯涉及的供电、供水、排水、通
讯、广电、燃气、路灯等管线和
设施设备迁移所需费用， 各管
线单位按施工成本价格收取。

加装电梯费用怎么出？政府最高补贴20万元，公积金、住房补贴都能动用

对加装电梯的安全方面
有什么具体要求？ 该负责人
介绍 ， 加装电梯的设计 、施
工、 监理单位应具备相应资
质。加装的电梯应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 以及相关标准和安全技
术规范的要求， 由具备相应
资格的单位制造和安装 ，安
装前应报告所在区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电梯投
入使用前，向有法定资质的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申报监
督检验，办理使用登记。

对加装电梯规划方面有
什么具体要求？据介绍，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应以实用性为
原则，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和消
防通道，不得影响城市规划实
施，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住宅

使用空间；应尽量减少占用现
状绿化，尽量减少对周边相邻
建筑的不利影响。

加装后的电梯如何进行
管护？该负责人介绍，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应当经本单元全体业
主协商， 确认本单元电梯的使
用人， 并与小区物业服务单位
和电梯维保单位共同签订 《电
梯运行维保三方管理委托协

议》，按电梯日常运行和维护保
养及相关费用分摊的约定，共
同实施管理和维护保养。

加装电梯是否需要进行
不动产登记？ 记者了解到，本
单元加装的电梯及井道等设
施设备，按申请人约定共同使
用。加装电梯新增部分，不计
入该住区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不办理不动产证。

对加装电梯有何要求？安全、规划、管护均有严格要求

加装电梯要走哪些流程？

工程施工、竣工验
收和资金补贴。申请人
（代理人） 应在电梯投
入使用前，向有法定资
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机构申报监督检验，
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
用登记证书后，到所在
地房管部门备案。而申
请人持本单元电梯使

用登记证，可向所在地
房管部门申请政府资

金补贴。

申请人 （代理人 ）应向
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提交加

装电梯申请。

申请人（代理人）应委托专业的鉴定机
构对住宅楼本单元原有结构进行安全性检

测鉴定，出具本单元房屋结构安全证明；委
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符合建筑设计、
结构安全、 消防安全和特种设备等相关规
范、标准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案（含管线
迁移改造方案）。

申请人应当签订

加装电梯书面协议 ，
明确申请人与代理人

双方的权利义务 、加
装电梯方案和项目负

责人或委托单位主要

职责、 相关工程费用
的预算分摊方案 、电
梯运行维保 （电梯使
用人、物业服务单位、
电梯维保公司） 三方
管理委托协议及相关

费用分摊约定， 以及
政府补贴资金分摊方

案 （含申请人共同确
认的政府补贴资金拨

付账户）等内容。

申请人（代理人）持街道（乡镇）的盖章备案申
请，到所在地的区政府（管委会）房管部门提交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相关资料。之后便是各个职能部门实
地查勘，对加装电梯方案进行联合会审，出具联合
会审意见表，并加盖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会审专
用公章。申请人申请联合审查需要提供房屋结构安
全鉴定证明、加装电梯设计方案、加装电梯协议、电
梯运行维保三方管理委托协议、街道备案证明。

邗

隰
隰

邗

扬州有望实现“无纸化”乘车
电子客票明年将在全国高铁推广———

本报讯 （记者 露莎） 7月5日，
在北京举行的 “智能高铁发展暨京
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论坛”上，中
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陆
东福宣布高铁将推广电子客票，计
划于今年四季度开始试点运营，明
年将在全国高铁推广，届时，乘客或
可实现通过刷手机或刷身份证就能
直接进站乘车。 记者从扬州火车站
了解到， 目前扬州站还需要取票进
站，在更换升级设备后，有望同步实
现“无纸化”乘车。

电子客票也称作 “无纸化 ”车
票， 是指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车票
之后，无需换取纸质车票，可以直接
持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通过
火车站进站口和验票闸机乘车。其
实， 刷身份证进站这一举措并不稀
奇， 早在我国实现火车票实名制管
理后就开始逐渐施行， 目前北上广
深及国内主要的二线城市之间的高

铁车次基本实现了刷身份证乘车。
不过， 我国大多数地区仍然需要进
行“票证同验”才能进站乘车。

业内人士解释， 不支持 “无纸
化”乘车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车站没有支持刷身份证的自动闸
机， 二是部分列车上尚未配备刷身
份证检票的设备， 无法完成火车运
行过程中的检票流程。

记者从扬州火车站了解到 ，目
前扬州火车站的自动检票闸机尚未
升级刷身份证，还需要取票进站。而
接下来，在“无纸化”乘车全国推行
过程中，扬州站也将更换升级设备，
有望同步实现“无纸化”乘车。

需要提醒的是， 乘客若需区分
是否可以使用身份证进出高铁站，
在12306购票时，要留意车次信息的
上方，是否标注有一个身份证标示，
如果有， 代表该列车具备刷二代身
份证上车的条件。

多举措确保供水有条不紊
长江水务近期日供水量均超70万吨

本报讯 （殷伟 张孔生）
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 担负着
市区自来水供应工作的长江水
务近期日供水量均超过70万
吨 ，7月14日更是高达74.91万
吨，超过去年最高日供水量。

为确保夏季高峰供水水质
优、水量足、水压稳，长江水务
从取水、制水、加压、巡检和应

急处置等多方面入手， 供水工
作有条不紊。 供水调度中心24
小时密切监测管网压力变化，
科学调度，保证水压和水量；各
水厂高度重视生产运行， 加大
巡检力度，备好充足原料，确保
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水质
检测中心加大对水质的监控，
把好水质关。

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夹菜用公筷
拒绝“口水菜”

16日，汶河街道树人苑社区利用“社区科学实验室”创新开设科普公益活动———指尖上的

别样“交规课”，让孩子们在享受亲手制作电子“红绿灯”乐趣的同时，又树立了遵守交通规则和
安全防范意识。 庄文斌 刘玲 摄

指尖上的

“交规课”

市民来电讲述公筷推广的困惑，市民观察团倡议———

参与“筷”行动，从我做起
上周，本报

推出“夹菜用公

筷，拒绝‘口水

菜’”系列报道

后，立即在社会

上引起热议，有

市民致电本报，

对使用公筷提

出了自己的看

法及困惑。

昨天， 市民李静给记者打
来电话，说看了“夹菜用公筷，
拒绝‘口水菜’”系列报道后感
触很深。“之前有次请朋友来家
里做客，我妈热情好客，不停用
自己筷子给朋友夹菜， 我看到
最后那个菜朋友就没怎么吃，
弄得我挺尴尬的。” 李静说，这
回她特地将这些报道带回家，
让妈妈“补补课”。

“我们酒店每一桌上都至
少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顾客
使不使用，得看场合。”西区一

家酒店经理告诉记者， 虽然现
在朋友聚会使用公筷的比例逐
渐提高，特别是年轻群体，但使
用率还是不高。“我们现在把公
示牌放在饭桌上， 服务员再进
行引导，目前效果还不错。”

也有市民致电说出了自己
的困惑。“道理都懂， 但不知道
如何开口。” 市民张茜茜感慨，
在家庭式聚会或和要好的朋友
聚餐时， 一般不会使用公筷。
“吃饭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说才
会不尴尬又让人接受？”

对于张茜茜的困惑， 市民
观察团团长王麟来表示， 需要
从传统观念上慢慢改变。 王麟
来说，对于很多人，尤其是老年
人来说， 一下子接受公筷有些
困难。上周全城掀起“公筷”热
议， 他们也做了很多探访与调
查， 不少市民觉得忽然要求用
公筷会显得很生分， 也有不少
市民觉得太麻烦。“所以需要改
变传统观念，树立良好‘公筷意
识’，健康用餐，使用公筷，从我
做起。”

“在推行上可以先从酒店
入手， 没有公筷的酒店就被划
入不合格酒店。” 王麟来说，公
筷的推行需要靠“教育”靠“宣
传”，“靠教育，就是让孩子从小
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靠宣传，
就是倡议的‘公筷日’‘公筷周’
‘公筷月’，让‘公筷意识’深入
人心。”

此外， 王麟来还建议酒店
也可推行分餐制， 从根源上改
变人的饮食习惯。

记者 吴丹

市民有困惑 怎么说才会让人接受公筷 市民观察团 宣传教育同时推进，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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