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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地产叶类蔬菜大量上市，占据了扬州蔬菜市场 80% 的份额，拉低了我市整体菜价。 本报联合市价
格监测中心晒菜价，统计数据显示，昨天，我市小青菜 上 市 量 达 到 了 30 万 斤 ，均 价 仅 为 1 元 / 斤 ，此 外 ，
大白菜、萝卜等市民常吃的越冬蔬菜价格均在低位徘徊。
通讯员 彭永强 朱霞 本报记者 陈晨

出行信息

今起可网购元旦火车票
只放一天，票情可能比较充裕

菜价连跌五周，小青菜1元/斤

市场
点击

猪肉批发价微涨，零售价却降了

本地小青菜储量达千万斤
小青菜上市量达30万斤！ 老扬州人都有
“冬天的青菜赛羊肉”的说法。 昨天，我市青菜
上市量又创历史新高。 市场上小青菜的零售
均价为1元/斤，润泽平价店的小青菜零售价仅
有0.7元/斤，创入冬以来新低。
“目前我市露天小青菜的面积超过2000
亩，按照1亩地产6000斤青菜来说，我市小青
菜的储量达上千万斤，如果每天都按照30万斤
的峰值供应量来说，也够我们扬州市民吃一个
月了。 ”市价格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从山东、内蒙古等蔬菜大省传来消
息，今年大白菜大面积丰收，批发价仅有0.4元
/斤，目前，市区超市和平价店的零售价在0.58
元/斤—0.7元/斤之间，萝卜零售价在1—1.2元
/斤， 市民餐桌上常吃的越冬蔬菜均在低位运
行。 业内人士认为，后期我市蔬菜价格还将保
持稳中小降的态势。

猪肉批发价涨0.5元/斤
从扬州绿苑食品有限公司传来消息，昨
天，该公司的生猪上市量为833头，达到了平
时销量的双倍， 市区的生猪上市量超过2700

昨天下午从江都北路跨古运河大桥施工
现场传出喜讯： 伴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在西

头，创下今年“腌肉季”新高。
“目前生猪的批发价为11元/斤，比11月
初上升0.5元/斤，但并未推动零售价走高，有
些农贸市场还出现了逆势下跌的行情。”市价
格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小刀手抢占“腌
肉季” 的市场份额是猪肉零售价未动的主要

原因。“四季园的前胛肉价格从上个星期的
13.5元/斤下调至13元/斤，肋条肉从13元/斤
下调至12.5元/斤，看上去小刀手每斤猪肉的
利润减少了，但实际上，市民购买腌肉都是几
十斤地购买，最后算下来还是赚的多。 ”上述
人士表示。

■价比三家

买前先比价！ 同款冰箱最高价差400块
时报讯 （记者 陈晨）

元旦将至，家电市场也进入了销售旺季。
昨日，市价格监测中心公布了第317期冰箱的
“价比三家”数据，同品牌同型号的冰箱价差
最高超400元。
市物价局官方网站上第317期“价比三
家”数据公布了我市五星电器、汇银家电、国
美电器、 苏宁电器四大家电卖场在售的百余
款型号的冰箱价格，涉及海尔、西门子、松下、
容声、 美菱等五大知名品牌的170L以上的冰
箱（含170L）。
记者比对数据发现， 西门子型号为
KA62NV06的一款冰箱在汇银家电售价为8890

元，而在五星电器售价则为8990元，两者相差100
元。 另外，西门子还有一款型号为KK28F4860W
的冰箱在国美电器售价为6099元，而在汇银家电
则卖出6520元，两者价差421元。
业内人士表示， 出现这一差距是因为进
货渠道不同以及各卖场的促销政策不一样，
市民购买时最好先价比三家。
很多市民反映， 同品牌同型号的冰箱在
各大商家很难同时看见， 这给消费者比价也
增加了难度。 一家电器零售商工作人员透露，
为避免卖场打“价格战”，会有意更改或添加
型号的个别号码、字母。 实际上，各卖场的同
品牌、型号相似的商品功能是差不多的。

■项目进展

跨古运河桥面沥青下月铺好

侧桥梁一小块的浇铸， 江都北路跨古运河大
桥桥面浇铸完成。

本报记者 钱伟 文/图

快！ 江都路春节前南北贯通

混凝土桥面浇铸完成
记者昨天下午来到江都北路跨古运河大
桥施工现场， 宽阔的桥面已基本浇铸完成，东
半幅桥面已全部浇铸完成，而西半幅桥面仅剩
下北侧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未浇铸混凝土，经过
4小时的连续奋战，桥面浇铸完成，江都北路跨
古运河大桥桥面变得宽阔而平坦。
据施工负责同志介绍，截至目前，整个桥梁
混凝土浇铸已基本完成，进入沥青摊铺新阶段。

元旦放假安排昨天刚出来， 今天就可以网购
元旦火车票了。 记者昨从扬州火车站了解到，互联
网、电话订票预售期为2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
动售票机预售期为18天，按照此规定，今天市民就
可以互联网、电话购买元旦出行的火车票。
昨天下午1时许， 记者在扬州火车站售票大
厅，看到购票的旅客并不多。 据火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从1月中旬开始，高校学生客流及农民工返
乡客流将拉开2014年春运的序幕。
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元旦一天的假
期，由于假期时间较短，元旦假期期间出行的旅
客可能不多，票情会比较充裕。此外，火车站还提
醒，28日起扬州火车站就执行新的时刻表，想要
出行的市民，一定要认真看清列车时刻。

学校医务室用药安全检查启动

使用假劣药，查处并曝光
时报讯 （杨跃萱 记者 阿龙）

日前，江苏省食药监、卫生厅、教育厅联合开
展了中小学医务室用药安全专项检查，发现近两
成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昨天，记者随市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对翠岗中学等学校医务室进行检查，
总体情况不错。接下来，还将开展专项检查，对发
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查处。
近期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学校医务（保健）室用药安全专项检查。总计检查
学校医务室68家，其中中小学医务室49家。 责令
改正20家，药品储存条件不符合要求12家。 检查
范围涉及全市设立药房或药柜的中小学医务室，
对存在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 使用假劣药品、不
符合药房设置条件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在查处的
基础上向相关部门进行通报，并加大曝光力度。

宝应湖西岛
有机大米首获国家认证
时报讯 （通讯员 亦兵 婉愉 记者 陈晨）

江都北路跨古运河大桥建设现场

力争春节前竣工通车
“目前主桥已经完成了95%左右的施工
量，力争在元月中旬桥面摊铺沥青，春节前建
成通车。 ”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说。
江都北路跨古运河大桥全长106米，桥宽40
米，断面形式与道路保持一致，中间为21米宽的
快车道， 两侧各为2米宽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分隔带、4.5米宽非机动车道和3米宽人行道，桥梁
上部结构形式为三跨V形钢构预应力连续梁。

时报讯 （记者 顺朝）

将添南北向干线
江都路南延是城市二环线的重要一环，目
前江都南路延伸工程沥青摊铺完成，正在进行
绿化、信号灯等各项配套工程建设，有望春节
前通车。 江都路春节前南北贯通，扬城将再添
南北向干线。“该工程建成后，江都路将延伸
至开发路，从而让南北向江都路与东西向的开

发路又多了一条出行通道，并且完善了东方国
际食品城周边路网，方便了东方国际食品城通
行。 ”相关负责人说。
江都路南延工程建成通车，而江都路北延
工程也有望在春节前竣工通车。 明年江都路南
北贯通后，江都路将南接开发路，北接竹西路,
成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干线，“
东二环”也将拉长
约6公里,东区交通网络将更完善。

日前，从扬州检验检疫局获悉，国家质检总
局发布公告，经审核评定，批准扬州宝应湖西岛有
机大米、糙米产品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即日起
准予使用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 宝应湖西岛
有机大米、糙米成为国内首家通过生态原产地保
护评定的有机粮食产品，扬州宝应湖西岛有机农
场有限公司也是全国首家有机粮食通过企业。
记者了解到，湖西岛坐落于生态环境优美的
宝应县宝应湖国家湿地生态保护区内，宝应湖西
岛有机农场拥有万亩种植、养殖土地，是集有机
种植、养殖、有机加工、储存为一体的大型有机农
场。 湖西岛有机大米、糙米选用优质水稻品种，
采用稻鸭共作、双膜育秧、人工除草、施用有机肥
料等一系列生态循环农业技术。

民营企业将建企业档案
时报讯 （记者 王蓉）

宏运车业：与江淮门对门，实现同步配套
时报讯 （记者

顺朝）

江都作为扬州汽车产业的三大板块之一，
定位瞄准了整车（小型微卡、专用车）和配套件
产业。 而宏运车业皮卡及SUV配套件项目的
落户，对江都汽车零部件产业是一次极大的提
升。 预计明年6月，此项目可投产，达产后将实
现销售15亿元，新增利税2亿元。

与江淮门对门，同步配套
“宏运车业2000年来到江都发展，主要产
品有轻卡（皮卡）驾驶室、车厢冲压件、6—12
米客车车身覆盖件及车用空调等。 ”宏运车业

项目经理成果向记者介绍， 去年投资1.2亿美
元建设10万辆皮卡及SUV配套项目， 是宏运
公司领跑江都零部件产业的新举措。“
目前10
万辆配套的产能，在行业内是走在前列的。 ”
记者注意到，两个项目建成后，宏运项目
的南大门紧靠江淮项目的北大门。 成果表示，
当初也是刻意这样选择地址，这大大缩短了运
输距离，节约了物流成本，也能根据汽车主机
厂的要求，保证产品质量，便于安排生产，使得
整个生产环节都能做到同步配套。

14台机器人形成了焊装线
“因为配套江淮项目，我们对自己的新项
目进行全方面提升，特别是自动化程度。”成果
介绍，单单焊装线就安装了14台机器人，实现
流水线操作， 对质量进行了有效地控制和保
证， 这种自动化程度在同行中是比较靠前的。
利用机器人提高了车架焊接的精准度，“因此

我们的产品合格率是100%。 ”
“目前，年产10辆的产能是按照我们现有
的1.5个班次来计算的。 ”成果介绍，若是按欧美
国家的两班次来生产，产能还会更高，等生产稳
定后，宏运可根据市场对生产能力进行提升。

昨天，全市企业档案工作推进会暨民营企业
档案现场工作会在江都召开。 当前，我市企业的
特点是数量众多，所有制形式多样，尤其是民营、
私营企业占有相当份额，不仅有生产、经营的企
业，还有众多的辅助企业和社会性机构。 针对现
状，会议要求中远期目标是要求所有民营企业都
要建立档案工作，近期重点是推进具有一定规模
和影响的民营企业提升档案水平。

明年6月投产，达产后年销售15亿
站在占地200亩的项目工地上，经理成果
指着东侧已高高竖起的两幢钢构厂房向记者
介绍，那里将是未来厂区的零部件车间，两幢
面积约1.2万平方米， 目前主体骨架已安装结
束，正在安装墙体和屋面。 在工地的西侧和南
侧，是三幢各1万多平米的大车间，分别是客
车焊装车间、冲压车间和车架车间。
成果表示，从12月中旬开始，项目进入设
备基础建造与部分供用水电安装阶段，预计到
明年4月试生产，到明年6月形成生产规模，达
产后销售15亿元，利税2亿元。

11 日下午， 卜桥社区在念 香 苑 广 场 举 行
了 防 震 减 灾 现 场 演 练 活 动 , 通 过 演 练 ，普 及 了
居民防灾自救知识。

孔棋 杨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