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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昨天召开全
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
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
变工作，确保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发表讲话。
李克强指出，转变政
府职能，是在当前形势下
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
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
月，取消和下放了133项
行政审批事项。开弓没有
回头箭，要以更大的勇气
和智慧，坚决打好攻坚战。
李克强指出，最近
掺假羊肉、毒生姜事件
接连发生，加重了群众
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
些事情，虽然只是局部
的、苗头性的问题，但影
响恶劣，危害很大，一定
要高度重视、严格监管、
严厉打击。
李克强指出，重拳
方有效、重典才治乱，决
不能再出现奶粉那样的
信任危机。在这个事上，
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定要
高度重视，坚决下决心。
要下决心加大监管，基层监管可能手段上还不
足。“我看，我们现在虽然财政紧张，宁可在这方
面多花钱，甚至花大钱，让老百姓对食品、对中国
的食品要有信心。”
他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
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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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低于市场同类品种价格 15%以上——
—

市区本月再添 20 家平价店

年底前超百家通过验收，
日销售量将达
10万斤
本报讯 记者 陈高君 记者昨 价店挂牌，加上县市即将新增的平 销售，每天供应的蔬菜品种不少于 “平价”。对于个别不规范的店铺将
（

）

从市物价部门获悉，目前我市平价 价店，上半年全市将再新增平价店
蔬菜商店已经达到 75家，本月市 约 35家。
区还将有 20家平价店挂牌营业， 新增的平价店对外供应的产
年底前通过省验收的平价店将超 品仍以农产品为主，部分条件允许
过百家，日销售量将达 10万斤。 的平价店还增加了水产、家禽及农
市物价局工农价格处工作人 特产品的销售；并且每天以低于市
员李跃平介绍，本月市区 20家平 场同类品种价格 15%以上的价格

15个。
平价店授牌之后是否采取“终
身制”？平价店的农产品不平价怎
么办？“这个市民不必担心，平价店
要定期报送价格接受‘比对’”，李
跃平告诉记者，我市在平价蔬菜商
店建立价格监测制度，确保真正

我市昨召开“5·19慈善一日捐”动员大会

以实际行动共建大爱之城
洪锦华出席大会

本报讯 （ 记者 姜涛 ）昨天上 一日捐”的第十二个年头。今年我 差距还比较明显。
午，全市“5·19慈善一日捐”动员 市“5·19慈善一日捐”的主题为： 洪锦华指出，没有特困群体
大会召开，号召全市机关、企事业 “做大慈善基金，救助特困人群， 的幸福，就没有“幸福扬州”，开展
单位、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以 服务幸福扬州，助建世界名城”。“5·19慈善一日捐”活动，是服务
实际行动为救助我市特困人群献 自慈善总会成立以来，全市已累 幸福民生、建设大爱之城的具体
一片爱心，为慈善事业作一份贡 计使用救助资金 2亿元，受助困 体现。全市上下要下决心、下狠
献。市政协主席、市慈善总会会长 难群众 60万人次，资助贫困学生 心，一年做大市本级慈善基金总
洪锦华出席大会，并作动员报告。 2万余人次，受到了市民特别是 量。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干部带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爱军，市人 困难群众的广泛赞誉，扬州荣获 头、公务员带头，“一级做给一级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慈善总会常 “中国七星级慈善城市”最高星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捐”。
务副会长王玉新出席会议，副市 荣誉。但我市慈善基金总量偏小， 今年“5·19慈善一日捐”前
长张宝娟主持会议。
与苏中、苏北先进兄弟市相比，与 夕，我市将举行“看望受助对象”、
今年是我市开展“5·19慈善 我市巨大的慈善救助需求相比，“献爱心集中捐款”等系列活动。

综合新华社 、央广等 ）

“十大学习创新模范”
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婉 近日，扬州市“十大学
（

）

习创新模范”评选正式启动。
作为我市城市荣誉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
“十大学习创新模范”主要表彰那些在学习
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各行各业涌现出
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以创新、学以致用的
先进个人。
本次评选活动面向社会广泛进行，由各地
各单位推荐参选，也可个人自荐报名参加评选。
根据推荐和报名情况，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
评审团综合评审出 20名候选人，并在市有关新
闻媒体上刊发事迹简介和选票，最终由广大市
【明后天气】
民投票选出“十大学习创新模范”。欢迎广大市
民积极参与评选。
明天 多云到阴 气温 19℃-26℃
评选公告、报名推荐等有关事项详见“扬州 后天 多云到阴有阵雨 气温 19℃-23℃
网”评选专题网页（www.yznews.com.cn）。
会副主任宁远的带领下，实
地察看了江都截污导流工程
及江都三江营水文站。
据了解，南水北调东线
本报讯（记者 姜涛）昨天 评估。专家们盛赞扬州为南水 取水口三江营的水质达到二
类，在线监测化学耗氧量和
下午，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 北调立了第一功。
委会专家委对我市南水北调
评估组在国务院南水北 氨氮指标均远低于国标。
工程治污规划实施情况进行 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

南水北调专家委评估水质

南水北调：扬州第一功

2013年度国家古籍出版资助项目公布

广陵书社两部作品入选

本报讯 （记者 王鑫 ）记者
焦循是清代乾嘉学派的
昨获悉，2013年度国家古籍整 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焦循全
理出版资助项目评审揭晓，全 集》收录目前已知焦循著述共
国共有 104个项目入选。广陵 计 62种，其中刻本 41种，首
书社申报的《焦循全集》和《清 次面世的稿抄本 21种。如此
人文选学著述丛刊》两个项目 系统汇集和点校焦循著述，在
上榜，这也是广陵书社自 2001 海内外学术界尚属首次，具有
年以来连续不间断获得这项 很高的文献价值。《焦循全集》
国家级出版重点项目资助。 由扬州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焦

循学术研究专家刘建臻先生
十年磨剑，精心整理而成。
《清人文选学著述丛刊》由
著名《文选》研究专家许逸民先
生主编，共汇编影印清代《文
选》诠释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著
作二十余部，其中不乏珍稀版
本，每篇撰写提要，并编制索
引。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招 注册会计师

聘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是全国
最早获得证券期货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
务所 ，先后为全国 50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各
类审计服务， 我省第一家 A 股和第一家 B
股上市公司均由我所参与首发 ，2011 年度
江苏省综合信用评价 5A 级首位。 现有从业
人员 500 多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205 人。
因业务发展需要 ，面向扬州地区招聘
审计 项目经理 3 名 、 审计助理人员 5 名 。

其中审计项目经理要求年龄 40 岁以下 ，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3 年以上且取得注
册会计师资格 ， 有较高的业务水平 、 良好
的职业道德 、较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协调
能力 。 审计助理人员要求 35 岁以下 ，大中
型企业财务骨干且通过两门以上注册会
计师科目的考试 ，身体健康 。
有意者请于 5 月 24 日前带相关证件
前来报名面试 。

报名地址：扬州市新城河路 520号水利大厦南附楼
联系电话：0514-82987208 邮箱：zhjian@jsgztycpa.com联系人：张先生

加强指导，严格管理，直至取消其
平价店资格。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后，物价
部门在对我市平价店的销售行为
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 3家店涉嫌
价格违法，已经进行严肃查处。

公推比选干部任前
集体谈话会召开

作出新贡献
干出新业绩

本报讯 （ 记者 高锦岭 ） 昨天上
午，市委召开公推比选非领导职务
干部任前集体谈话会，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张爱军出席会议。
去年底，市委决定面向市级机
关部门单位开展公推比选副处级非
领导职务活动。经过个人报名、资格
审查、个人述职和民主推荐测评、单
位推荐、比选积分、面上推荐、组织
考察、集体决策、任前公示等程序，
30名任职人选顺利产生。
张爱军指出，这次公推比选，推
动了非领导职务由过去的零散任用
向联动选拔转变，树立了鲜明的选
人用人导向，达到了“选拔一批干
部，激励一层干部”的预期目标。
张爱军要求公推比选干部，珍
惜组织关爱，在服务世界名城建设
中作出新贡献；珍惜工作岗位，在履
行岗位职责中干出新业绩；珍惜部
门期待，在推动部门工作中发挥新
作用；珍惜群众信任，在自我严格要
求中展示新形象。

【出行提示】

立体绿化成风景
扬城随处可见的立体绿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 记
者昨日在玉带河边看到 ，一座桥上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 ，
让人赏心悦目 。
刘江瑞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吉洋 记者
姜传刚 ）因泰李高公路封闭施工，今

起，205路、208路公交临时改道。
具体改道的线路为：205路、
208路行至李典桥站台处右拐进入
沿江路绕行，至吴桥公路站处恢复
原线路运行。

浙江省报业协会昨来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考察

新闻产业双提升给人启迪
扬州为江苏考察第一站

本报讯 （ 记者 车林 ）昨天 流中，拓宽未来发展空间。 古籍刻印社，依托雕版印刷发
下午，浙江省报业协会江苏考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负责人 展的国书产业引起考察团成员
察团一行 16人在会长王一义 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的浓厚兴趣，双方并就党报阅
率领下，来到扬州报业传媒集 迎。目前，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旗 报栏、户外大屏等产业经营项
团考察报业新闻宣传、产业发 下共有 3报 6网 16个公司，报 目交流了经验。
展事宜。考察团由该省 11个城 纸发行总量超 20万份。近年
浙江省 11个城市的报业
市的报业集团、报社负责人等 来，报业传媒集团产业经营克 负责人表示，扬州报业传媒集
组成，扬州为江苏考察的第一 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团紧抓办报核心，多元化经营
产值稳步增长，形成了“一手抓 发展的思路给人启迪，特别是
站。
王一义说，此次赴苏考察， 新闻发展、一手抓产业经营”的 在全球经济疲软下仍实现新闻
主要目的是学习党报的发展经 良好局面。
宣传、产业经营双双稳步提升，
验、借鉴发展思路，在比较、交
座谈中，集团旗下的广陵 在全国传媒行业内非常难得。

答好面试题 更要答好现实题
2013 年江苏省公务员招
录面试于前天结束 。 两天的面
试题目各不相同 ，但都很贴近
现实 ，有的就是直接从现实中
取材 ， 专家认为 ， 今年面试题
目注重对解决问题能力考察 。
连续两天 ，本报都邀请公
考专家对面试题目进行了解
析 ， 并像高考结束时那样 ，给
出一份参考答案 ，这对于来年
有志参加公考的年轻人会提
供一份借鉴与启发 。 然而 ，公
考毕竟不同于高考 ， 考上大
学 ， 万事轻松 ， 那些让人头疼
的高考题目可能就不会再遇
到 ；而对于考试成功的公务员
来说 ，则可能时时刻刻都会遇

到面试时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
因此 ， 面试题目贴近现
实 ， 考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于公务员的选拔无疑具有积
极作用 。 但更让人好奇的是 ，
真正的公务员们 ，在面临此种
问题时 ， 是否也会如 “ 参考答
案 ”中的思路予以解决呢 ？
譬如头一天面试中的 “9
旬老人捐 10 多万引发争议 ”
一题 ， 这是新近刚发生的事
件 ，体现的是官办慈善机构的
公信力问题 。 公考专家认为 ，
应该从制度 、 透明度 、 监管等
多方面 ， 完善捐赠机制 ， 塑造
公信力 。 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
思路 ， 然而 ， 从 “ 郭美美事件 ”
到雅安地震 ，红十字会似乎都
未能按此思路 ，解决好公信力
的问题 。

又联想到近日刘铁男被
查一事 ，当初国家能源局新闻
发言人针对自家局长被举报
的 “辟谣 ”回应 ，也一并在此时
受到批评 。 新闻发言人如何应
对舆论 ，其实也如这公考面试
一样 ， 有一份 “ 参考答案 ”， 在
当初培训上岗前 ，也必然接受
过谆谆教导 ， 其中 ， 坦诚回应
是基本要义 。 然而透过此事却
能看出 ， 真正 “ 摊上大事 ” 时 ，
是否真能坚守原则 ，给出令人
信服的答卷 ，值得怀疑 。
既是公考专家的参考答
案 ，必然也代表了官方的基本
态度—
—— 在录用新公务员时 ，
自然都希望秉持一个高标准 ；
但我们更希望 ，在具体行政实
践中 ， 也能坚持这样的高标
准 。 本报评论员 王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