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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2017年度长江禁渔期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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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刀鱼3月5日“持证”开捕
长江三鲜目前只剩下刀鱼

记者昨日从市渔政监督支队 鱼捕捞政策与去年一样——
—捕捞
了解到，今年3月1日至6月30日为 期为3月5日至3月31日和4月15日
长江扬州段禁渔期。同时，长江刀 至5月10日。

相关部门对刀鱼实行专项捕捞特
徐马林介绍，扬州沿江各地
许政策；后来，为进一步降低捕捞 共有渔船400多条，但只有104本
强度，各地再次减少刀鱼特许捕捞 刀鱼特许捕捞证，“根据各地渔船
证，扬州一次性减少了20%。
和渔民数量，按照比例分发。”

清江检查

长江三鲜

长江第十六年禁渔
近日，扬州市渔政监督支队在
江都召开2017年度长江禁渔期管
理工作会议，部署落实2017年长
江禁渔期工作。
市渔政监督支队支队长徐马
林介绍，今年是长江扬州段禁渔工
作开展第十六年，也是禁渔期调整
后的第二年，我市渔船多、渔民分
散、执法手段相对薄弱，做好今年
的长江禁渔工作，就是要切实保护
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加
大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加大与公
安、海事合作力度，达到移送标准
的案件必须移送处理。
“禁渔工作要与清理违规网

具、打非治违、渔业安全生产等工
作共同部署，共同落实。”徐马林表
示，禁渔期间，渔政部门将积极争
取提高渔民禁渔期补贴标准，协调
政府安排好渔民禁渔期的生产生
活，利用禁渔期渔民空闲时间安排
开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徐马林说，现在距离禁渔期越
来越近，市渔政监督支队已经牵头
组织扬州市仪征、邗江、广陵、江都
沿江各渔政监督大队成立联合检
查小组，对长江扬州段水域进行了
禁渔前的清江检查，“ 通过检查情
况看，扬州市长江段总体情况较为
良好。”

江刀捕捞

今年可以继续捕捞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刀鱼、鲥鱼被列入其中。
昨日，市渔政站接上级部门通
录》水生野生动物调整方案公开征
— 知，长江刀鱼特许捕捞政策与去年
求意见中，长江三鲜中的两鲜——

刀鱼成唯一一鲜
河豚、刀鱼、鲥鱼被誉为长
江三鲜，徐马林介绍，从目前来
看，鲥鱼已经绝迹，野生河豚已
经基本没有，三鲜也就剩下了刀
鱼这一鲜，而且刀鱼资源也严重
萎缩。

今年，长江扬州段在仪征等
水域放流了5万尾河豚，目的就是
希望通过人工放流增加野生河豚
资源，“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
要长江沿线各地的共同努力。”
记者 向家富

【延伸阅读】

扬州出产哪些江鲜？
资料显示 长江扬州段水域 鲡 俗名鳗鱼 扬州曾是野生鳗鱼
，

曾有淡水鱼类140多种 ，其中主要
经济鱼类有青鱼 、 草鱼 、 鲢鱼 、 鳙
渔民捕捞刀鱼 。 资料图
鱼 、鲤鱼 、鲫鱼 、鳊鱼 、■鱼 、鲥鱼 、
一样。这也意味着，今年肯定还有刀鱼吃。长江 刀鲚 、鳗鲡 、鳜鱼 、黄鳝等30多种 ；
扬州段的刀鱼开捕期为3月5日至3月31日和4 另外还有丰富的虾 、蟹 、贝类等 。
不过 ，因滥捕 、环境污染等多
月15日至5月10日，
“根据研究，4月1日到4月15
种因素，重要经济鱼类自然资源严
日是长江刀鱼的繁殖期。”
徐马林告诉记者，刀鱼特许捕捞证今年发 重衰退。如鲤回鱼，上世纪60年代后，
资源严重衰退 ；河豚 ，上世纪70年
了104本，其中瓜洲最多。
徐马林介绍，为保护长江刀鱼资源，多年前， 代后，产量陡减，现在难得一见；鳗

，

，

苗重要产地 ， 但上世纪80年代后
期 ， 因滥捕 ， 资源也是骤减 ； 黄颡
鱼 ，一种底栖杂食性鱼类 ，资源也
逐渐减少，而且个体普遍偏小。
记者了解到 ， 长江扬州段现
在常见的江鲜有青鱼 、 鳙鱼 、 鲢
鱼 、 龙鱼 、 白条鱼 、 鲤鱼 、 鲫鱼等 ；
数量较少的有刀鱼 、鲤回鱼 、 鲈鱼 、
鳗鱼 、 鳜鱼 、 黄颡鱼 、 胭脂鱼 、 青
虾 、中华绒螯蟹等 。

央视《品质》聚焦扬州电梯“智造”
打破医用电梯洋品牌垄断格局

昨日，记者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 道了扬州三星电梯施凤鸣三十年创业
区获悉，日前央视发现之旅《品质》栏目 故事，他锲而不舍发明创造打破了国
播出了《发明创造电梯奇迹》的专题，报 外品牌在国内医用电梯垄断地位。

《品质》聚焦扬州“智造”
“电梯作为现代人的交通工具， 了辞职报告下海，与电梯结缘创办三
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星电梯，然后锲而不舍迷上了电梯，
用。而医用电梯是作为运送病床、担 发明创造了一系列电梯产品，从扬州
架、医用车而设计的电梯，要求高，让 制造到扬州“智造”，尤其是医用电梯
不少企业望尘莫及，而有着这样一位 在业内打破了该领域国外品牌垄断
喜爱思考发明的奇人，打破了医用电 局面。
梯只有外国品牌的局面……”央视 《品质》是一档以关注成长型企
《品质》栏目，在央视主持人张腾岳的 业为主题的专题纪录片栏目，时长15
解说下，镜头瞄准观音岛上缓缓走来 分钟，于每周一18：30在CCTV-发
的老者，他就是在电梯界有着奇人之 现之旅频道播出，由央视著名主持人
称的三星电梯董事长施凤鸣。
张腾岳、李雨霏主持。该栏目采用纪
15分钟的纪录片，从施凤鸣早年 录片拍摄手法，以“让中国品质更受
热爱艺术进入扬州京剧团开始艺术 尊敬”为目标，用影像力量助推中国
生涯，到了中年处于艺术顶峰的他打 品质走向世界。

温馨提示

了“电梯拱型轿顶”、“双马达永磁同
步高速无齿轮曳引机”、“ 无轴负载
无齿轮曳引机”等40多项科技专利
“我15岁从上海来到了扬州京剧 “和所有创业者一样，早期发展 成果，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前五十位
团，一直拉京胡，拉得非常好，后来侯 举步维艰，尤其是医用电梯领域，一 发明家和江苏省十大发明家。“我可
宝林大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侯宝林 听到国产品牌，不少医院都直摇头。” 能是电梯行业最老的发明家和企业
先生说我的胡琴拉得非常棒了，但我 施凤鸣表示，最开始电梯在中国还不 家了。”
核心技术创新，高端电梯市场
一生未必一定要将这干到底。”大师 普及，整个电梯行业前景很好，一开
的一席话引发了施凤鸣对未来的思 始也是以生产民用电梯为主，但看到 也慢慢打开。在央视《品质》纪录片
考。两年后，他就辞职下海进入电梯 高端电梯市场几乎都是洋品牌占领 中，央视记者走访了江苏省人民医
行业，这一干就30多年。要说他和很 忧心忡忡。创业初期，他就另辟蹊径 院、苏州第二人民医院等大医院，里
多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锲而不舍的 采购国外最优秀电梯品牌零部件，并 面都有三星医用电梯的身影。
在瓜洲观音岛造园，他精心打
精神，迷上一行就义无反顾地去拼。 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很多
“人到中年再去创业，压力很大，但我 新技术和零部件，很快缩短了与国外 造了多年的游艇直升机航空乐园即
将揭幕。“京胡、电梯、园林，勾画我
义无反顾。”
电梯的差距。
一生的三个关键词。”施凤鸣笑着
说，要说他和很多人不同的地方就
打破医用电梯外国垄断局面
是，他锲而不舍的精神，迷上一行就
“‘小功率、大能量’，双驱动技术 心技术，赶超很多国外品牌。”施凤鸣 义无反顾地去做。
……如今我们的医用电梯有很多核 表示，在电梯创新方面，他先后发明
记者 居小春

亲爱的市民朋友：
在这寒冷的季节，如果您在街面上发现无家可归、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诚望及时引导或护送他们到扬州市救助管理站接受
救助，我们会为他们提供饮食、住宿、衣物、疾病救治、联系亲人、乘
车返乡等救助服务。您也可以拨打 110或救助站 24小时救助热
线 87812675提供信息！

中年辞职下海从事电梯行业

规模大 效果好 办学时间长

新学期辅导

新世纪辅导中心
南通、扬州两地名师通力合作，优势互补
月 日 日开课 中学各年级语数外理化各学科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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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教学进度同步，侧重提高拔尖。 尚有少量名额，欲报从速。
地址：淮海路与四望亭路交会处汶河幼儿园南侧上 6楼

电话：87939345 8286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