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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 扬州多景区免费或半价

本报讯 （ 记者 刘冠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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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个“中国旅游日”为游客送礼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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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
城市合作组织（WCCO）与江
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扬州市人
民政府、中国联合国协会联
合主办的2018世界遗产运河
古镇合作大会在扬开幕，来
自全球运河城市百名古镇代
表、运河文化专家以及致力
于大运河发展的企业家们齐
每年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 施主要有：
疾人及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三辆 及旅游咨询、景区及乡村旅游点 聚扬州，共议世界运河古镇
今年主题是“全域旅游，美好生活”。 旅游日当天，扬州芍药园、陈 观光车免费乘坐，体育休闲区两片 宣传等。
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昨从市旅游局获悉，当天扬州 园、文游台、盂城驿、高邮当铺、龙虬 篮球场及羽毛球场免费对外开放； 当天9时-12时，“ 迎中国旅游
代市长夏心■、外交部
多景区为游客送上优惠礼包。其中， 庄遗址公园、清水潭旅游度假区等7 瘦西湖、唐子城风景区（唐城遗址、 日 CALL你来运动”将在宋夹城室 外事管理司司长廖力强、联
扬州芍药园、陈园、文游台、盂城驿、 个景点免门票入园；瘦西湖、大明 汉陵苑）残疾人凭本人《残疾证》享 外球场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免费向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高邮当铺、龙虬庄遗址公园、清水潭 寺、八怪纪念馆门票挂牌价半价（团 受免费入园。
广大游客提供室外篮球场4片、足 代表欧敏行、中国联合国协
旅游度假区等7个景点免门票入园， 散同价）；个园、何园、茱萸湾公园、 多个精彩活动
球场2片、网球场3片，普及推广“中 会会长卢树民、江苏省委宣
瘦西湖、大明寺等13家景点门票按 唐城遗址、汉陵苑、凤凰岛国家湿地
国旅游日”宣传，并提供相关运动 传部副部长徐宁出席会议并
挂牌价半价优惠。
公园、天乐湖旅游度假区、红山体育 等待游客市民参与 项目专业指导。
致辞。市政协主席朱民阳、副
公园、宝应湖国家湿地公园、宝应荷
5月18日，将在康乐社区举行 市长余■、市政府秘书长尤
7个景点免门票
园门票等13个景点挂牌价半价；捺
5月19日当天，“2018年中国 旅游资讯法规现场宣传；5月19日， 在晶、市政协秘书长汤天波
9.9元（原价70 旅游日扬州主题活动”将在东关 留守儿童游高邮及市民免费游景 出席会议。
13个景点半价 山地质公园优惠至1
元）；马可波罗花世界，成人票优惠 街东门遗址举办，活动内容包括 区活动将在高邮世贸广场及各旅
夏心■在致辞中说，大
据市旅游局相关人士介绍，今 至50元/人（原价80元）。
5·19旅游优惠政策宣传、旅游3号 游景区举行。
运河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
记者 居小春
年扬州“中国旅游日”重点惠民措
当天，运河三湾风景区针对残 文件宣传、旅行社旅游线路产品
泛影响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
产，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其突出普遍价值、遗
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国
“中国艺术家笔下的运河”世
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扬州是
界运河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启动
大运河的发祥地，与大运河
同生共长。扬州是大运河申
遗的牵头城市，联合沿线34
座城市，历经8年努力，为大
运河成为世界遗产作出了重
要贡献，全市现有10处遗址、
6段河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在
沿线城市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大运河遗产，扬州责无旁贷，一定自觉担当，努力
本报讯 （ 记者 居小春 ）昨天，
“ 中国艺术家
走在全国前列。
笔下的运河”世界运河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在中
夏心■强调，运河古镇是最能体现大运河文化遗
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启
产内涵和价值的一种载体，随运河的发展而变迁，因
—瘦西湖艺术中心”和“中
动，
“世界文化遗产——
运河的兴衰而兴衰。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历史资
国艺术家笔下的运河”创作基地同时揭牌。市政
源，必须首先保护、修缮、建设好大运河沿线的古镇。
协主席朱民阳出席活动。
扬州运河古镇较多，保护和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世
“中国艺术家笔下的运河”世界运河采风创
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发起建立世界遗产运
作系列活动，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
河古镇合作机制，致力于向世界讲述运河古镇的传奇
织 （WCCO）、人民政协报社、扬州市政协、蜀
一排硕大的紫薇花瓶在文昌西路绿岛安家后 ，连日来 ，经过绿化人员的精心呵护 ，紫薇花 故事，传播运河古镇的旅游价值，推动运河产业的整
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共同主办。活动
程曦 摄
合创新、发展壮大，必将为扬州运河古镇的复兴提供
拟定2018年到2020年三年计划，将组织邀请国 瓶已挂满绿叶 ，成为扬州街头一道靓丽风景 。
更好的思路，聚集更多的资源。我们将积极支持并充
内众多知名艺术家足涉国内65个大运河世界文
分发挥世界遗产运河古镇合作机制的作用，讲好大运
化遗产点，及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埃及、土耳
河的扬州故事，打造运河古镇发展的扬州品牌。大运
其、巴拿马、英国、美国等主要运河国家采风考
河母亲孕育了扬州，扬州儿女深爱着大运河。我们一
察艺术创作，中国艺术家运用独特的画笔展现
定会传承并建设好运河名城，努力让扬州成为大运河
运河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风光。
文化带建设的先行城市、示范城市。
主办方表示，艺术语言世界相通，中国美术
当日的大会上，全球运河城市百名古镇代表、运河
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在世界美术领域占有重要
文化专家以及致力于大运河发展的企业家们，围绕“可
地位。中国艺术家运用手中的画笔展现运河的
本报讯 （通讯员 长宝 亚 地带的轴心线，而高水河特大 贯通。
持续发展背景下世界遗产运河古镇保护、传承、利用”这
自然和人文景观风光的同时，也是为大运河保
辉 江 交 宣 实 习 生 徐 雪 蕾 桥则是金湾路的控制性工程。 从空中俯视高水河桥，其 一主题，深入研讨，洽谈合作，并共同发表了《世界遗产
护进行宣传。
记者 黄媛媛 ）记者昨获悉，作 高 水 河 特 大 桥 桥 梁 全 长 实是分开的两道桥，单幅宽17 运河古镇可持续发展扬州倡议》。（更多报道见A3版）
为扬州中心城区“五横七纵” 1990.5米，钢筋预应力砼现浇 米左右，中间预留了宽达30米
2018中国·瘦西湖创客周活动昨开幕 快速路网中金湾路的重要节
箱梁19联，钢砼组合箱梁4联。 的空间。而预留出的宽度，按
点工程，高水河大桥最后一跨 其中，主桥高水河桥桥梁全长 照相关计划，将来准备再建一
钢箱梁吊装完成，标志着高水 185米，共左右双幅，单幅桥面 座桥梁，与江都的华山路和扬
河大桥全桥贯通，为大桥6月 全宽17.75米，底板宽10.4米。 州的江平路相连，直接贯通扬 131件环境信访已整改完成121件
底前建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最后一块钢箱梁的吊装 州及江都北部，未来将成为江
本报讯 （记者 薛舒文 ）昨天下午，中央环保督察整
金湾路是我市江广融合 成功，这座大桥也实现了全桥 都的交通枢纽。
本报讯 （通讯员 柯季 记者 邱凌 陈晨 ）昨
改情况汇报会召开，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省领导小
天，2018中国·瘦西湖创客周活动启幕，国内知名
组第三督察组组长、副组长、成员等听取我市汇报。副
创客精英、我市“双创”小微企业负责人、青年创客
市长丁一出席汇报会。
代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分享创业故事，畅谈创
根据汇报，省《整改方案》下达的全省38个具体问
新发展之道。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蒋洪，市委
题中，我市主要涉及3个具体问题，截至目前均已完成。
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参加活动。
针对交办信访整改情况，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向我市分
本报讯 （记者 刘冠霖 ）清华大学、北京
近年来，扬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批交办环境信访159件，其中重复28件，实际为131件，
深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全国小微企业 大学“2018年自主招生初审名单”陆续在
主要涉及机械加工、粮食加工、畜禽养殖、化纤纺织、餐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营造了“大众创 教育部阳光高考网公示。数据显示，江苏地
饮、化工、固废非法转移等环境污染问题。截至目前，
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陈扬表示，在创新创 区北大共有127人通过初审，人数排名居
131件环境信访已整改完成121件，正在推进10件。
业无处不在、人人可为的新时代，创客精神就是 全国第4位；清华共有46人通过，人数排名
丁一表示，扬州将以中央、省级环保督察整改为契
机，认真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63”专项行动、江淮
奋斗精神。希望扬州的创客们能把握这次难得 居全国第11位。两校初审名单上，扬州地
机会，学习经验、展示形象、开拓市场、争取合 区共有11人。在北大自招初审10人名单
生态大走廊建设等生态环保重点工作，严格环境执法，
中，宝应中学共5人；此外，江都中学有一
初夏 ， 何园里的石榴花已盛开 ， 美景如 抓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改善环境质
作，打造扬州的“创客品牌”和“双创标志”。
画。
程曦 高文贵 摄
量，为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当天，创业邦创始人兼CEO、创业邦天使 名学生通过清华大学自招初审。
基金创始合伙人南立新，北京有养成长传媒有 本报特别策划
限公司创始人、前央视资深主持人周洲，浙江点
本报讯 （ 通讯员 杨客宣 记者
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
裁谢新宇，联想之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 黄媛媛 ）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年，本报
总裁刘澍霖，南京车易淘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 继续联合市交通客管部门，连续第
司（简称车300）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樊彦 13年举行“爱心送考”活动。凡高考
忠分别作主题演讲，分享创业心得，就如何激发 期间有接送困难、需要帮助的考生，
城市的创新活力和创业氛围与创客们热烈探 均可报名参加。今起至6月4日，考
生、家长可拨打本报热线96496预 间，由一名爱心驾驶员与一名有用车
紧急用车主要服务于所有临时 活动优先帮助“交通困难、家庭贫困”
（ 更多报道见 A4 版 ）
讨。
约。目前，已有6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 需求的考生结成“一对一”帮扶，考试 性困难考生，例如忘记带准考证等考 的考生。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请记得
多云到阴有阵雨
主动报名。
期间约定接送时间。每天早晨，爱心 试用品、急需回住所拿取再返回考场 提前预约“一对一”服务，并提供准确
: 23℃-32℃
本报今年“爱心送考”仍采用“一 送考驾驶员准时从考生家中接到考 的，考试时突发疾病需立即送医救治 的联系方式和具体考试地点，方便选
明后 明天 气温
对一”服务和紧急用车服务两种方式。 生，送至考场，考试结束后再从考场 等情况。
择合适路线的爱心驾驶员与考生“结
多云转阴有阵雨
天气 后天 气温
“一对一”服务，指考生在高考期 回家，全程提供免费用车服务。
需要提醒的是：本报“爱心送考” 对”。
: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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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河大桥全桥贯通啦
预计6月底前可建成

持之以恒改善环境质量

打造扬州“创客品牌”
和“双创标志”

北大清华自主招生
扬州11人通过初审

本报连续13年
“爱心送考”
6月4日前可拨96496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