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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发力，璃窗刚好对着永宁门，是南门的最
已赶超去年全年开店总和
级为五星餐厅。

昨天 ， 记者了解到 ， 扬州一淮扬菜品牌游园惊梦继在
北京开店后 ，近日在西安开设第二家分店 。 据了解 ，扬州餐
企今年上半年已在全国开了逾百家新店 。

淮扬菜品牌西安开分店
开业半个月大众点评升级五星

北京淮扬府(安定门店)前身为扬 分店。”据了解，SKP属于一家奢侈品牌
州福满楼，13年前走出扬州赴京发展， 和高端百货，西安SKP的定位是做西北
游园惊梦正是北京淮扬府旗下的子品 五省最高端的综合体MALL。
牌，首家店开在北京，近日在西安SKP 鸡汤大煮干丝、国宴狮子头、苏浙
开设第二家分店。
三小味、现拆蟹黄虾仁豆腐、茭白毛豆
“到西安开分店是我们计划外的 炒肉丝、年糕烧小黄鱼、虾籽阳春面
事情。”游园惊梦餐厅负责人洛扬介 ……据了解，西安SKP游园惊梦环境优
绍，游园惊梦是根正苗红的淮扬菜， 雅，在店堂内就能看到永宁门，视野非
“我们本来计划在北京多开两家分店， 常好，菜品的好评也非常多。
但与SKP的合作促使我们新开了这家 “游园惊梦在12层，有一个落地玻
对于外表凶悍的大型犬，很多人避之
不及，但高邮一居民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却
悄无声息地被偷了。案发当天，警方抓获偷
—一名外卖小哥，他用“花言巧语”
狗贼——
偷走狗后，立即请老家的岳父岳母来接，怎
料，狗刚被带到老家，他就被抓了。近日，这
个外卖小哥在高邮市法院出庭受审。

居民报警
大型犬悄无声息被偷了

高邮居民老陶(化名)很喜欢养狗，尤
其钟爱大型犬。2016年6月，他花5万元买了
一条德国牧羊犬。这是一条母狗，2013年2
月出生，是有血统证书的纯种德国牧羊犬。
买回爱犬后，老陶把它圈养在家，悉心喂
养，平时，一家人对它很是宠爱，老陶一有
时间，就和朋友一起带它外出兜风、散步。
去年11月29日清晨5点半左右，老陶
像往常一样，一起床就到车库看狗，孰料车
库门却开着，老陶顿感不妙，跑过去一看，
爱犬不见了。老陶立即在周边寻找，可一
连找了几圈，一无所获。老陶怀疑狗被人
偷走了，赶紧到派出所报案。
在报案时，老陶向警方描述了狗的体
型外貌等特征：黑黄色，身高约64厘米，体
重约70斤。同时，向民警出示了狗狗的照
—这
片。看完照片，民警有点纳闷儿了——

佳观赏位置。”洛扬介绍，淮扬菜在 “游园惊梦未来会立足北京，争取
西安是稀缺品种，游园惊梦定位淮 再开一两家分店，随后会考虑在上海、
扬菜，偏年轻化和设计化。该店开业 深圳、厦门等城市开设分店。”洛扬表
半个月就在大众点评从四星餐厅升 示。

扬州餐企悄然发力
今年上半年全国开店逾百家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扬州餐
饮企业悄然发力，在全国新开门店超
过100家，这个数字赶超了去年全年的
开店总数。
昨天，记者走访东园小馆、吴家粥
铺、多伦多、虹料理、江苏扬城一味、淮
扬府、滋奇、老土灶、必香居、熙春、狮子
楼、大牌冒菜、五亭吟春等多家本土餐
饮品牌了解到，大多数餐饮店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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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扬菜一品牌到西安开分店
扬州餐企今年全国开店逾百家
□2018

年内都新开了门店，主要集中在春节
前后。
“我们今年新开了9家分店，目
前一共有25家。”吴家粥铺的吴春香
介绍，开设的新店主要在外地。老土
灶的单总则介绍，上半年他们侧重
于老店升级，预计下半年在高邮、仪
征等各开1家分店，辐射扬州周边。
“必香居上半年主要在更新升级，

石鼎香在沃尔玛新开了1家门店。”石鼎香
的相关负责人王忠诚告诉记者。冶春餐饮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冶春旗
下新增新品牌新阳春面馆，新开门店4家，
分别在北京五棵松，扬州北站、康乐、颐和
苑等。
新开门店较多的主要是东园小馆
和大牌冒菜，分别超过了20家和80家，
前者主要集中在泰州、常州、苏州、无
锡、南京、镇江等地，未来还会在扬泰地
区布局更多门店；后者新店则集中在南
京、苏州、昆山、杭州、合肥、宁波、武汉
等地。东园小馆还增加了扬州炒饭主题
门店，同时在服务区布点开店。
此外，滋奇上半年新开门店1家，狮
子楼计划下半年新开1家门店，进驻综
合体。
记者 屠明娟

奇怪！牧羊犬咋悄无声息被偷？
原被外卖小哥
“花言巧语”
唤走
已构成盗窃罪，外卖小哥被判罚5000元

条狗不仅体型大，看起来也十分凶 的事。“这条狗只是表面上看着凶。” 鸡腿安抚好狗，一大早
猛，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被偷走呢？ 老陶吐槽，“实际上它特别亲人，别人 就联系淮安的岳父岳
母，谎称捡到一条好狗，
而这正是老陶养狗时比较担心 一唤，它就乖乖地跟着走了。”
让两人领回老家养。当
竟是外卖小哥偷的
天午饭后，两位老人来
到高邮，把狗接回淮安。
狗刚被带回老家，他就被抓
怎料，狗刚被带到淮安，
掌握这一情况后，警方调取了 近，看到一条狗在散步，它耳朵竖得 阿飞就被民警抓获。
归案后，阿飞联系
老陶小区及周边沿途监控，结果发 直直的，长得健壮、好看又干净，喜
现，案发当天凌晨，有一名男子把老 欢狗的阿飞一眼就看出这是条好 岳父岳母，将涉案德国
陶的狗唤走后，消失在当地一家餐 狗，越看越喜欢，见四下无人，便萌 牧羊犬送回高邮，还给
馆附近。随后，民警赶至该餐馆调 生了偷狗的念头。令他欣喜的是，这 老陶。经鉴定，涉案德国
查。经餐馆工作人员辨认，监控中唤 条狗特别乖，一唤它就跟着走，就这 牧羊犬价值1.5万元。
近日，高邮市法院
狗的男子是店里的外卖员阿飞(化 样，阿飞骑着摩托车，一路走一路
被盗的德国牧羊犬 。
审理后认为，阿飞的行
名)。当天下午，民警将阿飞抓获。 唤，把狗带到了自己的暂住地。
据阿飞交代，案发当天凌晨3点
因暂住地太小不方便养狗，加 为已构成盗窃罪，综合考虑阿飞的犯 判处其罚金5000元。通讯员 管鑫 王
多，他送完外卖，途经高邮某小区附 上怕狗认路会自己跑回家，阿飞用 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法院依法 明刚 记者 刘娟 文/图

温暖社会。
自2016年4月9日开展以来，活动已
成功举办7期，来自736家医院的2000余
为全国超过70000余名
中 国 泌 尿 名泌尿外科专家，
患者提供了义诊服务，开展了1
100余场
外 科 领 域 泰 斗 学术讲座，共实施了1810台公益手术，
孙 颖 浩 院 士 亲 迹遍布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足
临泰州 。
第八期“走遍中国前列县(腺)——
—
“走遍中国前列县(腺)——
—诊疗泌 诊疗泌尿疾病，关爱老年健康”大型公益
尿疾病，关注老年健康”大型公益活动是 活动将于6月17日正式登陆江苏泰州，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 次活动是第一次来到江苏，主站点选择
学分会主任委员孙颖浩院士发起，中华 江苏省泰州市中医院，这既是对泰州市
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CUA)及中国医 中医院医疗综合实力的肯定，同时也给
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CUDA)共同 广大泰州百姓带来了巨大福利！
届时，由中国泌尿外科领域泰斗孙
主办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通过组建“扁
鹊医师团”这样一支泌尿外科医师团队， 颖浩院士领衔的院士专家团队，来自上
从泌尿外科疾病，尤其是前列腺疾病开 海、浙江、南京、苏州、无锡等各大医院泌
始，借助义诊、讲座、帮带、手术等形式， 尿外科专家教授将相聚泰州市中医院，
用高超的技术回报社会，用高尚的医德 共同为泰州百姓带来一系列健康福利。

均需来自当地相对贫困家庭，具体标准由本地
牵头人酌情把握；
2.公益手术由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实
施，无需额外承担专家的会诊和出诊手术费
一 、大型泌尿专家团队义诊
用；
1. 时间 ：6 月 17 日 （ 周日 ）
3.每位接受了公益手术的患者，也都能获
上午8:30—11：30
得专业的动态随访。
2. 地点 ： 泰州市中医院东院 门诊大厅
为使泰州及周边地区患者得到国内知名
3. 义诊当日 ， 可根据病情 ， 由专家开具检 泌尿外科专家亲诊的机会，此次“走遍中国前
查后 ，减免相应费用 ：
关爱老年健康”大
列县(腺)—诊疗泌尿疾病，
——
限额免费 ：腹部CT （优惠50%，限前20名 ）。 型公益活动面向泰州地区泰兴、高港、兴化、靖
不限额免费 ：1.泌尿系彩超 ；
江及周边的扬州、海安、如皋等地患者，目前，
2. 肾功能 ；
公益手术患者正在招募中，手术名额有限，额
3.血前列腺特异抗原（PSA、fPSA ） ； 满为止，请有需要的患者及时与我们取得联
4. 尿路平片 ；
系。
5.

二 、公益手术

血 、尿常规 。

1.接受6例公益手术的泌尿外科患者(不限
于前列腺疾病)：候选患者病种、术式不限，但

联系方式 ：0523-86611027
13337789628 ( 何主任 )
当日义诊，按预约号优先义诊。
义诊预约电话 ：0523-8661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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