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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烟花三月”节筹备有序，开幕式所在地——

街南书屋国学馆昨起试运行

已邀客商
4200多名，
落实签约大项目
110多个
2013年中国·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
今年“烟花三月”节活动

游节即将举行。昨天记者从节庆组委会获悉，按
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相关要求，今年的“烟花
三月”节将充分体现简约、简朴、高效的原则，在
按照初步安排 ，今年的 “烟花三月 ”节共安排 4 个板块 26 项重要活动 ，分别为 ：
人员规模、经费预算、文娱活动等方面进行较大
压缩，更加突出大项目、真项目和产业声势，更 板块
重要活动
板块
重要活动
加突出邀请大客商、新客商和强客商。
除开幕式外 ， 还有国
“ 烟花三月 ” 暨国际盆景大会
今年“烟花三月”节开幕式将在街南书屋举 主体活动
开幕式
际盆景协会成立
行。昨天，街南书屋国学馆已经完成施工。
、扬州市产业推介暨重大项
50 周年庆
（两项 ）
国际盆景大会

目集中签约和开工投产仪式
典 、 国际盆景大会颁奖仪
式等
汽车产业招商推介暨合作洽
央视初定约 10名主持人来扬
谈会 、 船舶产业会展 、 软件和信息 文体旅游活动
第 8 届鉴真国际马拉
据节庆组委会介绍，截至 3月底，全市共落 经贸活动 服务外包大会
、温泉资源开发与旅
松赛 、 首届中国·扬州两岸
实节庆期间来扬客商 4200多名。其中，全市落 （13 项 ） 游度假区建设招商项目恳谈会
（8 项 ）
、第
素食文化节 、 第六届中国
实节庆期间来扬外商 1369名，“4·18”当天来
48 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等
淮扬菜美食节等 制表 常虹
扬外商 518名，包括世界 500强及重要外商 37

十二景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

今年，作为“烟花三月”节开幕式所在地，闻
名中外的街南书屋将向世人展现新貌。记者昨
天现场探访获悉，街南书屋十二景主体建筑已
基本完成，国学馆已完成施工，开始试运行。
在街南书屋国学馆记者看到，主会场大厅
内 20盏大型祥云图案的水晶灯非常夺人眼球。
漫步街南书屋院落，扬州园林风光宜人。除
了石船舫，著名的“街南书屋十二景”已经成型。
假山楼阁，藤树梅草，清新宜人。记者 刘冠霖

名称

街南书屋十二景

看山楼
名；节庆期间来扬内商 2859名，“4·18”当天来
小玲珑
扬内商 1154名，来扬民企重要客商 178名。此
另外，目前央视初步确定有 10名左右知名 元。同时，还将有 3个科技项目在节庆期间签 山馆
外，全市还落实重要科技嘉宾 11名，来扬央企、 主持人在马拉松比赛期间来扬参与一系列公益 约。
红药阶
国企重要客商 8名。
项目开工、投产方面，全市已落实注册外资 透风透月
宣传活动。
据介绍，今年受邀客商层次比较高，小松投
1000万美元以上新开工、投产外资项目 53个， 两明轩
资公司、美国普莱克斯、英国 GKN、三菱重工等
注册外资 16.72亿美元。其中，注册外资 2000 石屋
文昌阁地区整治等集中开工 万美元以上新开工、
37名世界 500强中华区负责人及重要外商，佳
投产项目 39个，注册外资
龙集团、江苏康源集团、江苏国信集团投资管理
截至 3月底，相关部门已经落实在节庆期 5000万美元以上新开工、投产项目 7个。民资 清响阁
公司等 178名重要民企客商，都将在节庆期间 间签约大项目 110多个、集中开工和投产项目 方面，落实总投入 1亿元以上开工项目 41个， 藤花庵
来扬签约或考察。
上百个。
注册资本金 42.3亿元。其中总投入 10亿元以
截至目前，世界盆景大会已邀请近 40个国
据悉，全市落实拟在节庆期间签约的协议 上开工项目 12个，注册资本金 18.1亿元。另外 觅句廊
家和地区的 500名嘉宾参会，征集参展盆景、赏 外资 2000万美元以上外资新项目 90个，协议 还有 6个重大城建项目开工，计划总投资超
石作品 500件，国际盆景作品图片 100幅；鉴 外资 30.92亿美元。其中，协议外资 3000万美 59.3亿元。
浇药井
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共接受 3.5万人报名，涵盖 元以上项目 48个，协议外资 5000万美元以上
同时，今年节庆期间，总投资 22亿元的新
43个国家。与此同时，将于 4月 25—26日在扬 项目 18个。民资方面，全市落实拟在节庆期间 万福路、总投资 12亿元的文昌阁地区交通综合 梅 ■
举行的亚欧会议未来发展方向研讨会筹备工作 协议注册资本金 1亿元以上签约项目 23个， 整治、总投资 10亿元的 500千伏扬州北输变电
顺利，预计来自亚欧会议 51个国家的 120名代 协议注册资本金 46.5亿元。其中，总投资 10亿 工程等一批重大城建项目将集中开工，总投资 七峰草亭
丛书楼
表将出席会议。
元以上签约项目 10个，协议注册资本金 29亿 超 59.3亿元，创历年“烟花三月”节之最。

汊河赵家桥改造

36路公交今起改道
本报讯 记者 姜传刚 市公交总公
（

）

司昨天发布消息，今天起，汊河街道对赵
家桥路面进行拓宽改造，禁止车辆通行。
受此影响，该公司 36路线将改道行驶。
36路公交由邗江开发区停车场始
发，按原线路行驶至银河小区站后，改道
经银柏路、牧羊路至柏泰集团站后，恢复
原线路行驶。改道后停止使用扬力工程
中心、联博药业、联澳公司、完美公司、华
扬热水器站，改道期间在银柏路口增设
一临时停靠站。

新闻附件

改道后停靠站名如下 ： 邗江开发区
停车场 、华鼎电器 、范庄 、银河广场 、玉盛
公园 、汊河小学 、汊河影剧院 、银河小区 、
临时停靠站 、 柏泰集团 、 柏泰东门 、 祥园
路 、 高力汽配城 、 万都装饰城 、 国际珠宝
城 、江阳西路 、汽车西站南 、汽车西站 、邗
江行政中心 、 邗江区政府 、 西区医院 （ 培
圣文化中心 ）、 大润发邗江店 （ 汇好数码
广场 ）、 雍华府 、 海德公园 、 柳馨花园 、 西
湖东苑 、西湖西苑 。

央视直播动物大迁徙
时间：每天下午 2点

本报讯 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是
地球上的一大奇观。如今，央视启动“东
非野生动物大迁徙”，这是继去年之后，
央视再次在非洲对野生动物迁徙进行直
播报道。从每天下午 2点开始，央视新闻
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都推出了
—生生
2013年“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
不息”特别节目，此外，还可以登录央视
网站收看。

我国首次空间科学主动实验成功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科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获悉，5日清晨 5点 55分，我
国空间环境垂直探测及首次空间科学主
动实验在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中科院海
南探空部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在这次空间科学实验中，探
空火箭在 200公里高度附近的电离层中
释放了 1公斤金属钡粉，金属钡在太阳
光的照射下迅速电离，形成了钡云，通过
对钡云演化的观测，可以研究近赤道区
电离层的动力学特性。这样的空间科学
实验被称为主动式的实验，在我国是首
次开展。
据介绍，此次实验火箭飞行高度 191
公里，从起飞到溅落共飞行约 8分钟。

换手机包括后盖、保修期重新计算——
—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一家 iPad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与 iPhone4S一样，iPad也
采取整机包换的模式，保修期从
原先的一年延长到了两年。
封先生是在扬经营多年苹果
业务的经销商。“苹果被曝光后，不
断有消费者打电话来，咨询售后服
务问题。”封先生说，如今，苹果发表
了致歉声明，让他松了一口气。
记者 朱轩卿

“伞花”绽放
瘦西湖

制表 常虹

成人每年感冒 2至 6次

苹果维修新政在扬已落实

在媒体持续“炮轰”下，本周 修期不重新计算”等问题都得到
苹果公司终于发表了致歉声明。 明确的改善。
记者昨从苹果扬州维修站了解
昨天记者以 iPhone4S用户
到，
“苹果”修改后的政策已在扬得 的身份，咨询了一家苹果售后维
到落实。
修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手机损
根据苹果中国官网挂出的致 坏，如果不存在人为因素，工程师
中国消费者公开信，库克承诺从 4 在作出鉴定后，6-7个工作日会换
月 1日起对“苹果”在华的售后服 一部新手机给记者，新手机包含后
务进行四大方面的升级。其中，最 盖；保修期按换得新手机起一年计
—一周前记者暗访时，对方
受舆论关注的 iPhone4/4S维修 算——
过程中“换机保留后盖、换机后保 称，保修期自购买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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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额为 “看山 ”，有志在高山之意
馆前有巨型太湖石 ，属于宣
和花石纲遗品
为芍药园
夏日纳凉与夜晚观月所在
在假山山腹中 ，取神仙洞穴意趣
竹林小阁 ， 下有溪水 ， 可听
风声水声
有老藤悬挂 ，为礼佛之所
属于长廊 ， 为诗人来回踱
步 、产生灵感之地
在花木掩映下 ， 为浇花提
供水源之井
梅花丛中小屋 ， 有鹤在梅
林中来去
小园中立七尊太湖石 ，建有小亭

只应选一种
感冒是个常见病，新近发布的《普通感

冒规范诊治专家共识》中提供的数据显示，
成年人平均每年感冒 2至 6次，儿童则达
到 6至 8次。
“专家共识”指出：感冒治疗原则以对
症治疗为主。专家解释说，如果有鼻塞、流
涕等症状可选含盐酸伪麻黄碱的药；发烧
或头痛选含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的药；打
喷嚏可选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等的药；咳嗽
可选含右美沙芬或那可丁等的药。感冒早
期只有打喷嚏、流鼻涕等鼻部症状的患者，
可选用伪麻黄碱与扑尔敏的复方药。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为了迅速把感
冒症状“压下去”，会同时服用几种感冒药。
对此专家表示，目前感冒药大多都是复方制
剂，同时服用可能导致重复用药、过量用药。
因此，复方抗感冒药只选一种即可，联合用
药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北京晚报

发现最遥远的超新星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4日说，天文学
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了最遥远的
超新星，这一发现将有助于认识早期宇宙。
这颗被命名为 UDS10Wil的超新星，
爆发于 100多亿年前。换言之，这颗天体爆
炸时发出的光线用了 100多亿年才抵达地
球。UDS10Wil属于 Ia型超新星，这类超
新星亮度基本恒定，因此在天文学上被用
于计算宇宙膨胀的速度。
明 明 晴 到 少 云 ， 后 晴转多云 ， 偏
昨日下午虽然下起了小雨
，但扬州各景区游客依
美国航天局说，尽管 UDS10Wil只比
后 天 西南风 3-4 级 ， 天 南风 3-4 级 ， 气 然火爆 。图为瘦西湖景区内 ，众多游客撑伞赏景 ，五颜 此前发现的最远超新星远
4％，但从爆发
天 气温 ：2℃—12℃ 温 ：5℃—19℃
六色 、密密匝匝的 “伞花 ”也成为一景 。 刘江瑞 摄
时间上，它要早约 3.5亿年。
气
火车站昨天的发送人数达
8000人次以上，创下了今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昨天除了晚上 7点多往南京方
向的短途列车还有极少量的站票可
售外，其余扬州站开出的各趟列车
票全部售完。
清明小长假期间，我市火车站
清明小长假第二天，我市客流 即小长假前一天出行高峰那天多， 数保守估计在 7000人次以上。扬 的车票特别抢手。长途方向往北京、
量继续缓慢回落。截至昨晚，我市累 可无论售票窗口还是安检处，都排 州至南京方向的大巴，今天也将全 重庆、广州的列车票天天吃紧，昨
计送客 3.4万人次，其中火车站的发 着十多人的队伍。
天流水发车。
天、今天往上述方向的车票全部售
【出行提示 】
送人数上升至 8000人次，创下今年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晚，扬州
完。短途方向，截至记者发稿时，除
流水发车就是凭车票排队上车， 了部分发往南京方向的站票外，今
以来客流量最高值。今天是小长假 东西北三个汽车站的发送人数为
最后一天，也是返程客流最高峰。 2.6万人次，安排加班车辆 80个。 班车一满随即就出发，不再按照车票 天其余车票也全部售完。
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 上所显示的时间候车了。 请市民最好
【出行提示 】
汽车站
将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截至记者 上午出发，不要全部挤在下午。
买到出行高峰时期的火车票已
发稿时，汽车站已售出 4月 6日出
非常幸运 ，千万记得提早候车 。 如果
火车站
昨天上午 10点记者在汽车西 行的汽车票 1.25万张，安排加班车
需要至火车站换票 ， 请至少提前 1
站内看到，虽然乘客没有 4月 3日 辆 112个，前往南京方向的乘客人
个小时到站 。 记者 黄媛媛

清明小长假返程高峰来了——
—

今天去南京 尽量上午走
扬州—南京大巴全天流水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