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菜用公筷”示范。吴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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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建全球最高海缆交联立塔
■建成后地面高度为188米，将世界纪录提升12米，目前已建至地上20层
■为全市在建最大规模制造业项目，项目达产预计实现年产值60亿元

总投资50亿元的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通讯员 文杰 颜丹 永婷

本报记者 吴生锋 吴忠祥

连日来，扬州持续高温。在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 长江与大运河交汇
处西北部， 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目
建设工地热火朝天———一台台打桩

机机声隆隆， 一辆辆运输车进进出
出，一片长500米、宽300米的钢结构
厂房拔地而起，一座“大块头”立塔
高高竖起……

“这将是世界上最高的生产海
底线缆的交联立塔。”正在项目现场
“督战”的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
限公司总经理冯华强介绍， 建成后
的交联立塔共28层，其中地上26层、
高188米。目前，地下2层、地上20层
已建好。

“交联立塔是海底线缆整个生
产环节的关键工序。” 据冯华强介
绍， 目前全球最高的生产海底线缆
的交联立塔地面高度为176米，而中
航宝胜海底电缆项目这座交联立

塔，建成后地面高度为188米，将比
目前的“世界纪录”提升12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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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上
午，代市长夏心旻就我市税务机构改
革、税收征管等工作赴市税务局进行
调研。他要求，要全面落实国家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各项部署，进一步
深化我市税务机构改革，积极适应改
革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增强服务意
识，强化税收征管，全力以赴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市政
府秘书长尤在晶参加调研。

夏心旻调研了邗江区税务局办
税服务大厅，认真察看和详细了解大
厅运行和便民服务等情况，随后听取
了市税务局相关工作汇报。夏心旻充
分肯定了市税务局前一阶段的机构
改革和税收征管工作，认为市税务局
积极主动、扎实工作，机构改革有力
有序、平稳到位；税收征管等各项工
作推进顺利，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便企便民服
务能力进一步增强；认真做好经济运
行分析研判，为党委、政府提供扎实
可靠的决策依据。

夏心旻强调，当前扬州经济社会
发展正处在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关
键阶段，市税务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
收入组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等各
项工作， 进一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要切实提高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确
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细。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要求， 着力加强税源建设，
查漏补缺， 征收任务要细化分解，不
折不扣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夏心旻要求，要进一步发挥税收
职能作用，优化纳税服务，抓好政策
落实，释放改革红利，为符合条件的
企业降税减负，增强企业竞争力。要
加强税源分析， 进一步加大培植涵
养税源力度， 不断提高税收的精细
化 、科学化 、专业化征管水平 。地方
政府和税务部门要进一步建立正常
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利用好税务大数
据，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在涵养税源、有序征收、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等方面多提建议，当好政府参谋。

香港大学生来扬参观游学
张宝娟致欢迎辞

香港城市大学“看家园 爱扬州”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昨日
下午，第二届香港城市大学“看家
园 爱扬州”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
扬州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张宝娟致欢迎辞。

由我市与香港城市大学建筑
学部共同开展的 “看家园 爱扬
州”主题活动举办了两届，受到了
港城大师生的好评和欢迎。 本次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安排了
参观游学、实践体验，用更直观的
方式增进香港青年学生对内地经
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的认识
和了解， 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
爱港热情和信心。

张宝娟对香港城市大学师生
来扬参加活动表示欢迎。她表示，
扬州正站在新的起点， 以思想大

解放推动发展高质量， 努力创造
具有鲜明新时代印记、 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发展业绩， 把人们心目
中的扬州建设好， 满足世界人民
对扬州的向往， 争创扬州发展的
第四次辉煌。

张宝娟说，鲜衣怒马少年时，
且歌且行且从容。 香港青年一代
特别是大学生， 肩负着建设祖国
和香港的重任， 希望同学们通过
五天的参观游学活动认真品味、
用心揣摩， 从扬州这座城市的面
貌中感受祖国的发展与强大，以
青年人的热情、大学生的敏锐、国
际化的视野， 深层次体验香港与
内地相互理解、包容、扶持的手足
之情， 从而成为沟通香港与内地
同胞感情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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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筷 文明有礼看细节
迎接两大盛会，做文明有礼扬州人、展示城市文明新形象———

本报记者 胡俭 吴丹

“尊敬的各位来宾， 晚上
好！我是餐厅领班小韩，在宴会
开始之前， 我要为各位介绍一
下我们扬州现在推行的 ‘文明
有礼二十四条’，其中一项是关
于文明用餐的， 为了体现健康
饮食，建议大家夹菜用公筷、长
者先动筷……祝各位嘉宾用餐
愉快！”昨天上午，全市“夹菜用
公筷” 文明用餐暨清洁卫生行
动现场观摩会在迎宾馆举行，
参会人员桌前都有一个二维

码，手机扫码进入“文明有礼”
材料下载群，点开一个短视频，
便出现了这样的影像……

第十九届省运会和第十届

省园博会举办在即， 我们以什
么样的城市形象、 什么样的文
明素质，迎接两大盛会考验？今
天，让我们看看在推广“夹菜用
公筷” 方面， 怎样通过注重细
节，做文明有礼的扬州人，展示
城市文明新形象。

这高出的12米意味着什么？冯华
强指着正在逐渐长高的交联立塔说：
“别看只高出12米， 但对交联机组和
附属设备运行，对所有设备的技术参
数，都是极限挑战。”原来，交联立塔
建得越高，塔顶上安装的交联机组就
越高，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提高线缆在
空中的稳定性，这样线缆绝缘偏心度
就越低。绝缘偏心度越低，产品质量
就越高；稳定性越高，生产效率就越
高。“我们正在建设的交联立塔将成
为全球最高，生产的电缆绝缘偏心度
也将创下全球最低，产品质量在全球
市场可以形成绝对优势。”

资料显示 ，2015年 ， 全球超过
97%的数据流量通过海底光缆传输。
因为研发难度大、技术含量高，海底
光缆也被称作“光缆之王”，成为所有
电缆企业争相摘取的“皇冠”。

总投资达50亿元的海底电缆项
目是中航宝胜抢占海缆市场制高点，
提升技术层次和产业层次，向产业高
端转型发展的重要项目。这个项目的
实施，意味着扬州电缆产业进军全球
高端电缆市场的步伐加快。作为扬州
地方国有企业，宝胜集团被央企中航
工业集团兼并重组后实力进一步增
强，在全国电缆行业的位次始终保持
在前列。与此同时，中航工业还将技
术和资源持续投入扬州传统优势产
业， （下转3版）

手机扫码进入“文明有礼”
材料下载群，除了短视频，还有
一组PPT，展示蜀冈-瘦西湖风
景名胜区“落实‘扬州文明有礼
二十四条’———夹菜用公筷”的
做法。 从培训时的标识标语到

实施阶段的礼仪规范， 再到完
善阶段的场所拓展，分阶段、分
层次、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

“扫个二维码，示范单位的
先进做法，一目了然。”高邮市
文明办主任杨少荣连声感叹，

一个二维码 “文明有礼”一目了然

一双公筷 看看餐桌上的待客之礼

既有饭店餐厅的示范， 又有职
能部门的实践， 实景化、 项目
化、视频化，这样的辅导示范可
操作性强， 让大家一学就会。
“回去之后，我们马上推广。”

市旅游局局长张贵联介绍
说，旅游部门通过日常工作QQ
群和微信群发布工作通知，要
求全市38家星级饭店广泛宣

传，在酒店醒目处张贴宣传画，
运用酒店电子屏滚动播放，在
餐桌摆放宣传台签、 座牌等，实
现“时时处处有提醒”，营造了良
好的宣传氛围。通过明查暗访等
形式开展检查督查，对好的做法
及时推广，对执行不到位的企业
予以批评教育，推动“夹菜用公
筷”形成长效运行机制。

现场观摩会上， 与会代表
参观了迎宾馆、虹桥坊等地“夹
菜用公筷”餐桌现场。这里随处
可见“文明有礼二十四条”公益
广告，餐厅门口、通道走廊、餐
桌上、菜单上，有的还附有英文
翻译。

“圆桌宴席，上凉菜时，每
道菜旁放置一双公筷。 等上热
菜时， 就为每道菜配备一把公
勺。” 在虹桥坊7吃8吧阳光餐
厅， 工作人员刘青向观摩人员

介绍公筷使用推广小细节。刘
青介绍，在公筷设计上，餐饮部
门花了心思，有的用黑白区分、
有的用长短区别。此外，餐厅使
用了可拆卸公筷，“公筷的前半
部分可以拆开，方便清洗，循环
使用， 同时也可以和客人的餐
筷区分开。” （下转6版）

文明养成需要“日日行”精神
□ 杨平

今年2月发布的 “守规矩、讲
礼仪———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

条”，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的关注和响应。半年时间下来，看
到了成绩，坚定了信心，我们一定
能以市民文明素质的新变化和社

会文明的新高度， 为成功举办两
大盛会增光添彩， 为建设全国文
明城市提质加分。

“人无礼不立 ，事无礼不成 ，
国无礼不宁 ”。荀子讲到的 “礼 ”，
用现代眼光看就是文明。 进入新
时代， 人民群众有着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必然要求我
们把城市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

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塑造城市现代文明、提升市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赋予了
全面倡导推行 “扬州文明有礼二
十四条”的时代意义。

回顾当初， 人们在点赞和期
待的同时，也担心 “二十四条 ”能
不能真正蔚然成风。 因为市民的
文明素养， 主要是通过习惯体现

的，习惯重要，养成尤难。“扬州文
明有礼二十四条” 立足基本的文
明礼仪，条条都是细节，个个关乎
习惯，就是空调摁下启动键还有一
个蓄能时间，哪能一蹴而就，哪会
没有困难。半年下来，我们看到了
“文明有礼二十四条”深入人心，成
为越来越多市民的行动自觉。

分析经验，主要两点，一是抓
对了。“文明有礼二十四条”，条条
关乎文明，是建文明城、做文明人
的必然选择。细观“二十四条”，有
些倡导具有开创性意义， 因为符
合我们这座城市的特点， 符合人
们对文明的自我期许，（下转6版）

排查店招 消除隐患见行动
夏季极端天气多发，扬州城管昨起全面排查户外广告牌———

通讯员 鲁■■ 记者 赵磊

“这几天风大，安全问题可
不能掉以轻心！你们店的木质
招牌若不牢固，遇上大风容易
倒塌。我们查看后，认为还需要
再加固一下……”

“请放心，我拎得清呢，下
午就找工人加固，你们傍晚再
来看看。”

昨天上午11时15分，在文
昌路与观潮路交叉口的观潮茶
楼，曲江城管大队中队长张琨
和城管队员将一份店招广告排
险加固的紧急通知送到茶楼老
板手中，对方爽快的回答让张
琨放心了不少。

由于夏季极端天气多发，扬
州城管昨起全面排查户外广告
牌，重点排查超大、超宽、超厚广

告牌，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
形象，得到了商家的积极配合。

记者目击：排查店招
获得商家认同配合

昨天上午11点多，记者在
解放北路遇到城管队员杜春贵
时，他正在一家养生足艺馆外，
仰着头盯着一块店招。“这个商
户的户外招牌比较大，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随即，杜春贵转
身进店，在进行宣传、提醒后，
向商户发放了紧急通知书。记
者看到， 该紧急通知书由广陵
区城管局印制， 上面写着：“近
期外地发生商户店招脱落事
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引以
为戒， 防患于未然， 请贵单位
（个人）立即自行认真检查门头
店招……” （下转3版）

“借梯登高”推进高质量发展
建设全球最高的海底线

缆生产交联立塔，创下全球最
低的线缆绝缘偏心度，产品质
量今后可在全球市场形成绝

对优势……今日的中航宝胜
令人刮目相看。尽管过去的宝
胜集团在行业内有一定地位，
但像今天这样能够抢占海缆

市场制高点，迅速实现转型升
级质的飞跃，无疑得益于与大

型央企中航工业的战略合作。
近年来，推进和加强与大

型央企国企战略合作，一直是
我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重
中之重。 潍柴与亚星战略重
组、 中航工业重组宝胜集团、
中化集团控股扬农集团……
扬州推动一些地方企业主动

加入“国家队”，点对点、实打
实推进一系列重特大项目，让

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了更

宽领域、更大规模、更高层次
的发展，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
目推动扬州电缆产业加快进

军全球高端电缆市场，就是一
个明证。

借梯登高、 借船出海，我
们仍需进一步加强与大型央

企国企合作，以高质量项目支
撑高质量发展。

正在建设中的中航宝胜海底电缆项目交联立塔。吴忠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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