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

新老跑道实现合龙，
3200米崭新跑道亮相

日前，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新老
跑道顺利合龙，原2400米和新建800
米延长部分无缝连接， 一条崭新的
3200米跑道正式亮相。

“合龙是晚上完成的。”机场运
行保障部负责人李振杰介绍， 机场
施工不同于其他工程， 最大的难题
就是保障在不停航的情况下安全推
进。

目前，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每天
最少有54次飞机起降，起降时间从
早上六点半到夜里十二点多，施工
安全压力十分大。现场施工人员告
诉记者 ，在白天 ，施工仅在飞行规
定范围以外、 净空高度以下进行，
“为保证工程顺利完成， 我们利用
夜间航班结束后的短短几个小时
抢抓进度，彻夜奋战。”

据悉， 场道工程是机场一期扩
建工程的核心建设项目， 包括跑道
延长800米；新建北端E类掉头坪、快
滑出口；按照E类改造A联络道及南
掉头坪等。 现在崭新的3200米跑道
正式亮相，场道工程主体完工，下一
步机场方面将进行新跑道的养护和
刻槽，为下一步校飞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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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通讯员 宏晨 本报记者 露莎

“新老跑道顺利合龙，
标志着机场一期扩建主体
工程跑道延长项目圆满完
成！”昨日，扬州泰州国际机
场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东升
告诉记者，新老跑道合龙，
机场跑道延长至3200米，
预计下个月将迎来一期扩
建工程的首次校飞，年底前
正式投入使用。

确保各项工作按序时推进

我市召开“公园+”现场观摩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赵磊）
昨天 ，我市 “公园+”现场观
摩推进会在宝应县召开，副
市长何金发出席会议并讲
话。

当天， 与会人员观摩了
宝应县城南新城生态体育公
园及其周边“公园+”试点项
目 。宝应县作 “公园+”经验
介绍，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都区围绕“公园+”试点工
作表态发言。

何金发表示， 推进 “公
园+”试点建设，是扬州城市
建设的一个新方向， 也是城
市发展模式的一种新探索。

要紧扣目标任务， 坚持问题
导向 ，全力推动 “公园+”试
点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各地政府 （管委会 ）是 “公
园+”试点建设责任主体，要
按照市委决策部署，切实加
强工作领导，将公园体系建
设列入重要议程，列入重点
工作任务 ， 建立一级抓一
级 、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 真正把责任落实下去，
把压力传递下去；要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分解落
实建设任务和政策措施，确
保各项工作按序时有力推
进。

全市慈善组织培训班开班

提升慈善工作者业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丁蕾）
为落实苏中地区基层慈善
组织建设推进会和 2018年
全市 “5·19慈善一日捐”动
员大会精神，提升全市慈善
工作者尤其是基层慈善工
作者的业务水平 ， 昨天上
午，由市慈善总会组织的全
市慈善组织培训班开班。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参
加会议。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
来自全市市、县、乡、村四级
慈善组织和市慈善总会部
分合作单位的150多名学员
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邀请
了相关专家 、学者 、专业人
士系统讲授慈善文化、慈善

价值、慈善法治、互联网+慈
善 、新闻写作 、村居慈善工
作站建站运作等知识。

据悉，去年以来全市慈
善组织募集善款3.16亿元 ，
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以大病
救助为主的救助项目体系
进一步完善，去年以来支出
善款1.5亿元，救助困难群众
19万人次。

陈扬对扬州慈善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希望大家以此次培训为契
机 ，进一步坚定信心 、奋发
有为 ，以慈心为民 、善行天
下的宗旨做好慈善工作，开
创扬州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局面。

全省132名运动员在扬竞逐

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昨
天，省运会青少年部垒球比赛
拉开帷幕， 全省6支代表队的
132名运动员将在扬展开为期
6天的竞逐。 副市长余珽出席
开赛仪式。

本次比赛按照年龄分为
甲、 乙两组。 甲组有扬州、无
锡、南京、常州4支队伍 。当天
上午的比赛中，扬州队以3:1战
胜对手无锡队。 乙组有扬州、
常州、无锡、泰州、南京、徐州6
支队伍 。当天上午 ，扬州队以
6：5击败常州队，下午，扬州队
与南京队交手时遗憾落败。

此次比赛，扬州队共有32
人参赛。据扬州队领队方江介
绍，在比赛之前 ，扬州队进行
了为期半年的封闭式训练，小
将们每天需要训练六至八小
时。“扬州青少年垒球水平在
省内排在前列，省队已经相中
6名扬州棒垒球队的队员 ，比
赛结束后，他们就将前往省队
接受专业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省运
会，刚刚开幕的亚运会也有扬
州垒球运动员的身影。扬州运
动员王兰代表中国女子垒球
队参赛。

近200名运动员争当“神枪手”
省运会青少年部射击项目飞碟比赛昨开赛

实习生 俞尚伯 袁梦瑶

记 者 孔茜

昨天上午，省运
会青少年部射击项
目飞碟比赛拉开帷
幕，全省7支代表队
的近200名运动员
将在扬展开为期5
天的比拼。经过省青
少年飞碟冠军赛的
练兵，此次省运会，
扬州对场地设置、后
勤保障等进行了全
面提升，为运动员们
营造更加优良的比
赛环境。

今年建1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

全市水稻穗期病虫防控暨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
昨天， 市政府召开全市水稻
穗期病虫防控暨绿色防控示
范区建设推进会， 副市长丁
一要求， 我市今年建设绿色
防控示范区12个， 其中每个
农业县（市、区）分别建设1个
1000亩以上、辐射带动2万亩
以上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
区，以及1个100亩以上、辐射
带动2000亩以上的蔬菜绿色
防控示范区。

绿色防控是指以保护农
作物安全生产、 减少化学农
药使用为目标， 采取生态控
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环
境友好型措施来控制有害生
物的行为。 今年全省目标是
建设绿色防控示范区150个

以上， 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
全面组织开展绿色防控示范
区建设工作， 将其作为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和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政策扶持，强化
绩效评价， 保障示范建设成
效， 辐射带动大面积绿色防
控水平。

据悉， 我市绿色防控示
范区建设将推广应用一批农
业生态控害措施、 示范推广
一批理化诱控产品及其技
术、 示范推广一批生物农药
和人工天敌、 推广一批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 熟化推广
一批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确
保年内绿色防控示范区化学
农药使用量下降20%以上。

改造提升满足省运会接待要求

我市昨对部分省运会定点酒店进行检查

本报讯 （杨跃萱 丁云 ）
昨天， 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来
到宝应， 对省运会定点酒店进
行检查。 部分酒店已针对前一
阶段发现的问题全面整改 ，完
全满足省运会接待要求。

在品客大酒店， 员工们忙
着收拾碗盘等物品。灶台前，油
盐酱醋等佐料摆放整齐。

据市食药监局食药安全总
监洪昊介绍，前段时间，他们曾
对该酒店进行检查， 发现存在

一些问题。“卫生间设置在凉菜
间旁边，肯定不符合要求。”

昨天检查发现， 该酒店已
将卫生间改设到离厨房较远的
最东侧，而且清洗间、凉菜间也
做了全面优化， 已满足省运会
接待要求。

在远来大酒店厨房， 记者
注意到一个细节，该酒店灶台、
冰柜等都贴有红标签， 设有责
任人， 以责任到人的形式规范
管理。

在检查中， 监管人员针对
垃圾管理、 砧板卫生等提出要
求。“餐厨废弃物处置应该做到
三点：一是容器要密闭，并及时
倾倒和清洗； 二是倾倒要有专
人负责，专用容器存放倾倒物；
三是要与具有资质的单位签订
餐厨废弃物回收协议， 并有完
整记录。”

昨天接受检查的酒店负责
人表示，将落实相关措施，做好
省运会接待工作。

扬州16件精品亮相工美双年展
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聂超） 日
前，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
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昨日，记者了解到，出自扬州工
艺美术大师、 非遗传承人之手
的扬州玉雕、 漆画等16件作品
集中亮相， 展现了独特的扬州
工艺文化风情。

据了解，中国当代工艺美
术双年展是展现当代工艺美
术创作水平的国家级公益型
制度性展览 。 本届双年展以
“弘扬经典 铸造辉煌 ” 为主
题 ，遴选了国家级 、省级工艺
美术大师 ，国家级 、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青年
工艺美术创作人员创作的900

余件优秀作品参展 ， 包括玉
雕 、石雕 、木雕 、陶瓷 、金属工
艺、织染绣、漆器、玻璃、唐卡、
传统工艺家具类。

“工艺美术双年展选送的
基本是一个地区最具代表性
的大师作品。” 负责此次扬州
地区组织送展的扬州金鹰玉器
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鹏
说，“此次， 扬州入选的大师包
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春源、
沈建元、高毅进、阚凤翔等，以
及少壮派大师汪德海、顾铭、冯
钤等， 他们的作品既寄托了创
作者情怀， 也是扬州传统文化
的载体， 代表了扬州工艺美术
的顶尖水平。”

飞行区等级升4E，大大提升机场保障能力

“一期扩建工程完成后，扬州泰州
国际机场将成为省内第三个飞行区等
级4E级机场。”王东升表示，这不仅代表
更大的飞机可以起降扬州泰州国际机
场，大大提升机场保障能力，更意味着
机场将对扬州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助
推作用。

据悉，飞行区等级常用来指机场等
级。飞行区等级提升到4E级后，未来最
大可起降波音747、 空中客车A340等四
发远程宽体客机。同时，机场一期扩建
工程完成后，机场医疗、消防等级也将
由6级提升为8级，并建成跑道“双盲降”

系统， 实现飞机南北双向精密进近降
落，大幅提高机场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
安全运行能力。

“跑道是机场的根基，高等级跑道
对机场提升保障能力至关重要。” 王东
升表示，今后在繁忙航线、繁忙时段上，
可以不更改飞机航段、 不更改飞行时
间，通过更换大型宽体客机，来保障更
多旅客的出行需求。“比如扬州飞北京、
广州、成都等热点城市航线，在旅客需
求旺盛的情况，改由波音737、空客A340
执飞， 一个时刻保障人数可由160人提
升至350人， 同时机场开通欧美等地的

远程航线也成为可能。”
此外，货运发展前景更广阔。一期扩

建工程投入使用后， 将大大满足货运飞
机的起降，加之国际、国内货运仓库和货
运业务用房等配套工程的同步使用，将
吸引大批物流企业。“现在已经有顺丰、
申通等多家快递企业来和我们洽谈业
务了。”王东升介绍，这将为空港新城打
造苏中地区的货运枢纽打下扎实基础。

据悉，机场计划今年全年完成旅客
吞吐量超240万人次， 迈入小枢纽机场
行列，提前实现“十三五”200万人次的
发展目标。到2020年，力争实现旅客吞
吐量32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2.4万吨，
为扬州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发挥“空中
桥梁”作用。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一期扩建工程迎来重要进展———

新老跑道顺利合龙
3200米飞行跑道亮相
下个月机场将迎新跑道首次校飞，预计年底前正式投入使用

打好心理战，扬州队赛前集训提高成绩

昨天进行了U18女子多向
75靶预赛及决赛，U16、U14女子
多向75靶预赛，U18、U16男子多
向50靶预赛。戴祁是扬州队首个
出场的选手，他在U16男子多向
50靶预赛中发挥正常，今天还将

在赛场上继续征战。
此次， 扬州队共派出了9名

选手， 他们将参加男子多向个
人、双多向个人以及多向团体项
目的角逐。“扬州这支队伍两年
前开始组建，就是为了备战本届

省运会。” 扬州射击队飞碟项目
教练葛磊说。

经历了冠军赛的练兵后，扬
州队找到了与强队的差距，在省
运会比赛前，再次封闭集训了一
个月。“集训期间，我们每天早上
6点就开始训练，此外还要进行3
个小时夜训，以应对各类突发情
况。”葛磊说，经过集训，扬州队

的成绩上了一个台阶，期待在这
次省运会中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与冠军赛相比，这次省运会
扬州队员们更加冷静。除了在场
地外举空枪练习，就是坐在休息
室内闭目养神。“比赛就是一场
心理战，心理因素占70%。”葛磊
说，飞碟考验的就是专注力与意
志力，战胜自己就能成功。

将服务落到细节，场地后勤全面提升
省运会青少年部射击项目

飞碟比赛分U14、U16、U18三个
年龄组别， 将进行多向个人、双
多向个人以及团体项目比赛。

7月12日， 省青少年飞碟冠
军赛在扬州射击运动中心举行。
此次比赛在冠军赛的基础上对
场地设置、后勤保障等进行了全
面提升。市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副主任宋捷介绍， 冠军赛后，组
委会根据各方的意见、 反馈，将
场地加装了遮阳棚，并对有些设
施进行了加固。

此外，记者注意到，运动员
休息室里不仅有空调，还有用于
降温的冰块。“射击比赛对运动
员临场发挥要求特别高，因此我
们将服务落到细节，让运动员们

在舒适的环境里等待，有利于成
绩提升。”宋捷说。

比赛时， 场内枪声此起彼
伏，“砰”的一声巨响，仿佛要刺
穿耳膜。坐在场边的辅助裁判志
愿者不仅要承受酷暑，还要忍受
耳边一阵阵枪响。

“刚开始很不习惯，枪一响
就下意识地要去捂耳朵。”志愿
者徐安琪说， 她的工作是根据
飞碟击中情况举旗示意。“第一
天赛前练习结束后， 耳朵一直
嗡嗡响 。”徐安琪说 ，第二天她
已经逐渐习惯了这震天的枪
声 ， “运动员们好多还是小朋
友，他们训练、比赛都是在这种
环境下， 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辛
苦呢？”

为丰富大学生的暑期生活， 宝应县夏集镇组织开展返乡
大学生“进企业、看发展、谈创业”暑期家乡行实践活动，帮助
他们了解家乡发展，增强大学生“爱夏集、爱家乡、回家创业”
意识。 图为8月20日夏集镇组织返乡大学生进企业与职工交
流。 王卓 沈冬兵 摄

进企业 看发展 谈创业

运动员认真比赛。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新跑道亮相。 董辉 鞠宏晨 摄

一期扩建工程下月校飞，年底前投入使用

机场一期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为飞行区指标由4C提升为4E， 跑道由
2400米延长至3200米， 新建跑道北端I
类仪表着落系统及I类精密进近灯光系

统，扩建消防站、机务、特种车库，配套
建设供电、暖通、给排水等场内外配套
工程。

“目前配套工程进展顺利。”李振杰

介绍，比如总面积10000平方米的边检、
海关 、 国检服务用房全部交付使用 ，
10000平方米的国内货运仓库及货运业
务用房已经建成，国际货站改造正在进
行行业验收，“下个月我们将迎来一期
扩建工程的首次校飞，预计年底前正式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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