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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定于
2018年10月11日上午9时在中拍协
网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对下列标的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

单位公务车一批 （清单详见网
络平台）。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

2018年10月8日-9日预约统一
看展 ， 地点在扬州市临江路188号
（扬州市中意机动车交易市场）。
三、竞买须知

1.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10月
9日-10日 ，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399
号，逾期不予办理；

2.保证金：每辆车人民币1万元
整， 缴纳1万元只可参与竞拍一辆
车， 若缴纳5万元即可参与竞拍所
有车辆 。仅限本票方式交付 （本票

收款人为 ： 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
司）。
四、注意事项

1. 报名截止前在网络拍卖平台
完成注册，申请参加拍卖会，并找到
参拍车辆点击报名，逾期无法取得竞
买资格；

2. 过户费用： 统一办理过户手
续，每车648元。
五、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
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扬州新区支行
账号：7328310182600057115
公司网址：www.yzpmh.com
公司地址：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399号瘦西湖新天地二期二楼
咨 询 电 话 ：0514 -87338555、

13952745344

邗江区企事业单位车辆处置网络专场拍卖公告

张超同志：
你于2018年8月20日起一直未到公

司上班，也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公司多
次打你电话并上门， 均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请你于本告知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到
公司报到，如逾期未至，一切后果由你自
行承担。

扬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1日

告知书

拍卖公告
受委托，将于2018年10月17日上午10：00在

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举行公车网络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单位公务车9辆左右（清单详
见微信公众号）。

二、预展时间及地点：2018年10月15日—16
日上午9:30—下午4:30预约统一看样， 预展地
点：宝应县汽车运输总公司院里。

三、参与竞买注意事项：
1. 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10月12日起至

2018年10月16日下午4：00止， 逾期不予办理；办
理地点：宝应县苏中南路凯润金城北门市110＃。

2.保证金：每辆车人民币壹万元整，缴纳壹
万元保证金即可参与竞拍一辆车，若缴纳伍万元
可参与竞拍本批次任意数量车辆。仅限本票方式
交付（本票收款人为：扬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四、注意事项：
1.竞买登记手续：个人：身份证（非本地常

住户口要上扬州车牌的需提供扬州市合法有效

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以上
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2. 报名截止前在网络拍卖平台完成注册，
并且凭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本票来我公司办理
报名参拍登记手续， 否则将不得参加本次拍卖
会。

3.本次拍卖不包含车牌。
开户行：宝应工行营业部
账号：1108200119100053901 （扬州润扬拍

卖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yy-pg.cn/
联系电话：
15050738799
15050739799
0514-88555678

扬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0日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居民乐享文化盛宴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来到百姓身边

本报讯 （记者 乔国军）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更好地丰富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中共扬州市委
宣传部、扬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梅岭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联合主办，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扬州
农村商业银行独家冠名，扬州万科、中海瘦西湖房地产扬
州有限公司、扬州奥园置业有限公司、扬州通圆置业有限
公司协办的2018扬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文化艺术
节暨法治文化节开幕文艺演出，昨晚在景区梅岭街道486
非遗广场举行，上千居民观看了演出。

台上灯光闪烁，台下座无虚席。昨晚7点整，由专业
院团life组合表演的舞蹈《鼓韵山河》拉开了演出序幕。
不少居民跟着激昂的曲调翩翩起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年来，梅岭街道加大对玉器街的改造整治和规范
管理力度，如今，玉器街道路整洁、停车有序，这条老街
巷焕发出时代的新光彩。

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

昨天下午， 副市长余珽带领
市卫计委、教育局、消防支队
等负责人，前往扬州中学、苏
北人民医院等进行节前安全
生产检查。

在扬州中学化学实验
室，检查组一行现场检查了

危化品储存、 使用情况。在
苏北医院，检查组先后到急
诊中心、变电所、监控室、药
房检查设施使用、 消防、药
品冷链等情况。 余珽指出，
安全无小事，各相关单位要
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保证
万无一失。

本报讯 （冯丽 董鑫）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9月29日晚， 邗江区邗上街道翠岗小区广场上歌声飞扬、
掌声雷动，扬州农商银行·辉煌四十年奋进新时代———邗
上街道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迎国庆大型文艺演出热闹
开演。此次晚会由市委宣传部、扬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邗上街道党工委、邗上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江苏江南大
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扬州农村商业银行独家冠名，
扬州万科、中海瘦西湖房地产扬州有限公司、扬州奥园置
业有限公司、扬州通圆置业有限公司协办。

晚会在舞蹈《鼓韵山河》中拉开序幕，木偶、歌曲、扬
州评话、扬剧等轮番上演，台下近千名观众掌声如潮。

“节目真精彩，有歌舞，也有扬剧，还有神秘的魔术
表演，让我们看得很过瘾。”市民周春香感叹，“改革开放
40年，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日子过得芝
麻开花节节高。”

公铁迎小高峰 送客 万人次
国庆期间加开多趟至南京动车

长假客运昨拉开序幕———

今天，国庆长假
拉开序幕，而客流小
高峰在昨天就已经
开启。记者从汽车
站、火车站了解到，
昨天我市公铁共送
客4.5万人次，其中汽
车东、西两站共送客
3.3万余人次，火车站
送客 11536人次。据
悉，国庆期间的动车、
汽车票都十分紧张，
建议有出行需求的
市民尽早购票，避免
耽误行程。

保障国庆公交安全运行

市领导节前安全检查———

本报讯 （露莎） 昨天
下午， 副市长丁一率交通、
安监等部门前往公交集团
总部进行节前安全检查，要
求高度重视节日安全，加强
巡查，确保国庆期间公交安
全运行。

在公交集团总部， 丁一
分别视察了公交场站、公交

智能化系统监控中心等处。
他表示，公交是百姓日常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一定要
服务到位 、安全到位 。丁一
要求， 要完善人员调班，保
障各岗位人员的休息时间
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环节，
要及时整改隐患， 确保安全
稳定运行。

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赵磊 ）

昨天，扬州市关心下一代基
金会揭牌成立。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江桦，市关工委
名誉主任施国兴、 汤国飞、
魏芝田 、张厚宝 ，市关工委
主任袁秋年等参加了成立
大会。

据悉， 成立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是服务青少年健康成

长，汇聚各方爱心，实施精准
帮扶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关
工事业发展， 开拓关爱工作
思路， 建立常态长效机制的
重要手段。江桦表示，做好关
工委工作， 要进一步发挥好
“党建带关键” 的责任作用，
进一步加强 “五老” 队伍建
设， 进一步提升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影响力。

推进大运河法治文化带建设

市“七五”普法中期考核反馈会提出———

本报讯 （王朝梅 范菁

菁 张玉峰 ） 昨天下午 ，市
“七五”普法中期考核反馈会
召开。 省司法厅副厅长张武
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孔
令俊，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宫文飞参加会议。

省检查组反馈， 扬州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争先创优意
识强、思路清、招数多、基础
厚、成效实，探索了不少好做
法，形成了不少好经验，不少
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其中，

扬州普法工作坚持高位推
动，各项保障坚强有力；坚持
突出重点， 法宣工作推进有
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成效明显；坚持创新创优，亮
点品牌大放异彩。

同时，省检查组提出，扬
州法宣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宪
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要
进一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
质增效；要进一步推进大运河
法治文化带建设；要进一步放
大法治宣传品牌效应。

推动医改取得更大成效

省市召开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
昨天，省政府召开全省医改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 会议
结束后 ， 扬州第一时间召
开全市医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就认真学习贯彻国家
和省医改会议精神，进一步
做好全市医改工作进行部

署。副市长余珽出席会议并
讲话。

在全省医改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上 ， 仪征市作为
唯一的县 （市 、区 ）代表在
会上作 “创新实践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仪征 模 式 ”交
流发言。

首届宁镇扬花卉节今开幕
6辆花车巡游等您来邂逅

园博园迎来开园后首场重要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天） 今天是国庆
长假的首日，园博园内也将迎来开园后
的首场重要活动———首届宁镇扬花卉
节。宁镇扬花卉节有哪些看点？本报为您
提前揭秘。

据了解，首届宁镇扬花卉节开幕式
今天上午将在园博园的百花广场举行。
开幕式后，扬州、南京、镇江三个城市的

专业表演团体将分别登场， 为现场观众
呈上精彩的文艺演出。 宁镇扬花卉节将
从10月1日举办至10月28日，期间多场活
动将陆续登场， 包括花车巡游、“花开雅
居”与“商业空间”优秀作品展、微家书传
递亲情、 金秋赏菊、 花卉园艺科普课堂
等。

6辆花车巡游园博园，是宁镇扬花卉

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今天举行的宁镇
扬花卉节开幕式上，花车巡游也同时举
行启动仪式。记者了解到 ，在花卉节期
间，扬州、南京、镇江三座城市的花车将
亮相。 其中，扬州花车名为“芍药芳馨”，
南京、镇江的花车主题分别是 “梅香金
陵”、 “杜鹃花开”。三地花车将分别呈现
三地不同风情与园林景观。同时，在花车

上，还将有精彩的演出同步进行。据悉，
花车巡游将在上午和下午分时段进行。
除了代表南京、 镇江、 扬州三地的花车
外，还有锦绣仪征、活力车城、精彩园博
三辆花车，6辆花车沿着园区东3号门-玉
带路（观澜桥-主展馆北侧-通泰桥—枫
晚桥）-园满大道（阆苑桥）-西门线路巡
游。

政 务 速 递

“请旅客提前准备好身份证， 有序进
站。”昨天下午3点，记者来到西部客运枢纽
看见，排队进站的队伍绵延近百米。

“从中午开始，客流就多了起来。”当天
值班站长告诉记者， 客流主要以学生为主，
昨天西部客运枢纽以及汽车东站两个车站
共送客3.3万余人次，加班163辆次，主要集
中在无锡、苏州、常州、宝应、淮安等方向。根

据预售情况来看， 今天已经预售车票过万
张，加班79辆次，主要的热门方向为苏锡常、
宝应、泗阳、淮安等。

记者昨从市运管处了解到， 预计今年
来扬旅客人数较去年将有小幅下降， 扬州
地区公路运输客流量将达到99.3万人次 ，
同比减少1%。为了保障运力 ，今年国庆小
长假期间 ， 全市日均投放客车 1358辆 、

55537座 ， 准备加班机动运力150辆 、6800
座 ，应急运力40辆 、1800座 ，满足客流高峰
期运输需求。

像往年一样，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等收费公路将继续实施小客车免
费通行政策， 免费时间从10月1日零时到10
月7日24时。需要提醒自驾出行的市民的是，
宁扬高速枣林湾收费站已于9月26日正式开
通，而G2京沪高速宁通段江都大桥、江都浦
头两个收费站也于昨晚正式开通，附近的市
民可以就近上高速。

汽车 送客3.3万人次，日均投放客车1358辆

同样爆满的情况也出现在火车站。昨天
下午3点半，记者来到火车站看到，自动取票
机前排着长队。据了解，昨天火车站共送客
11536人次，其中南京、北京等方向都是满员
出发。

记者查询12306网站获悉， 国庆长假车
票十分紧张，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都已经
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长途方向的车票，最

为热门的是扬州至重庆的D2268次列车，从1
号至7号已经全部售罄。北京方向，目前除了
3号、4号还有少量车票， 其他日期的硬卧票
都已经售罄，其他席次的车票也只剩少量余
票。扬州至武汉方向共有D2268、D3152以及
D3156三趟动车，其中D2268次列车（途经汉
口最终到达重庆）已经全部售罄，D3152次列
车也基本售罄， 由于D3156次到达汉口已是

晚上十点多，相对余票多一点，要前往武汉
的市民请尽早购票。

而短途的南京方向 ，今年从国庆前一
周开始就十分抢手 。 为了缓解客流压力 ，
今天将加开两对高峰线 ，分别为D9528/5、
D9524/1南 通 至 南 京 和 D9522/3、D9526/7
南京至南通 ，10月2日 、3日还将增开南京
至 泰 州 D9492/3 次 、 泰 州 至 南 京 加 开
D9494/1次高峰线 ，均经停扬州 ，建议市民
尽早购票 。
通讯员 扬运宣 长胜 凡仁 佳伟 记者 露莎

火车 送客11536人次，假期重庆方向车票已经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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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乔国军 摄

（上接1版）才铸就了我们党的百年大业、国家
的繁荣兴旺、民族的复兴之梦。当下的年轻一
代，身强体健、朝气蓬勃、生活幸福，当知这一
切来之不易，请不要忘怀烈士们曾为此奉献的
生命与青春。”烈士亲属代表顾峰在发言中说。

“革命年代需要烈士精神，和平建设年代
更需要传承烈士精神的精髓。 青年一代要继承
先烈未竟的事业，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勤学修德、明辨笃行、创新创业，将个人奋斗融
进祖国发展，在缅怀中坚定信念，在学习中开阔
胸怀，在实践中锤炼意志，共同为‘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扬州’、谱写好中国梦第一个百年梦想的
扬州篇章继续奋斗！”新婚夫妇代表周强强宣读
倡议书， 向全市广大青年发出倡议，“缅怀革命
先烈，牢记历史功绩；传承先烈精神，弘扬优良
传统；继承先烈遗志，共建美好扬州。”

“这次活动既有纪念意义，又有教育意义，
我们来缅怀先烈，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也是一
次灵魂的洗礼。” 广陵区沙头镇霍桥社区工作
人员祝晓峰和妻子费洲媛说，“革命烈士用鲜
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我们将用
实际行动奉献社会，告慰英烈。”

向革命烈士献花仪式结束后，大家还参观
了许晓轩故居。

60对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

梅岭
街道

邗上
街道

C:\library\RB\RBA02\10$01\RBXWA02a01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