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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便宜了，但猪肉、水果涨价了

扬州CPI涨幅重回“2时代”

翘尾因素是价格上涨主要推手
本报讯 通讯员 国扬调 记者 陈 下降1.0%；河虾价格有所波动，由每千
（

晨 ）昨日，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发布 克87.33元降至87.0元，带动虾蟹类价

《6月份扬州居民消费价格情况简 格环比下降0.2%。
析》。扬州上月CPI同比上涨2.2%，结
气温回升，鸡蛋需求减淡，洋鸡蛋
束了持续3个月的“1时代”，重回“2时 价格由每千克8.14元降至8.02元，环比
代”。
下降1.4%。
上月，扬州食品大类中，14个小类
同时，6月份散称菜籽油、散称豆油
价格环比呈现“6升8降”，涨面42.86%。 降价促销，带动食用植物油价格环比下
其中，食用油、鲜菜、鱼虾和鸡蛋价格均 降1.1%；受前期生猪价格回落影响，食
出现下跌。
用动物油价格环比下降1.5%。
综合调查数据显示，受到气候适
上月，猪肉价格出现了回升。受生
宜、时令菜大量上市的影响，6月份鲜菜 猪价格上涨影响，6月份猪肉价格环比
价格环比下降2.0%，与5月份均价相 上涨3.1%，畜肉副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比，扬州市面上有售的33种鲜菜中18 2.6%；牛肉价格平稳，环比持平。
种价格回落，也就意味着超五成蔬菜价
对于影响我市上月价格变动的因
格处于回落的态势。
素，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相关负责人
另外，6月份淡水鱼价格走低，环比 进行了分析。“首先是食品价格开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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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路-润扬路段道路改造竣工

多路公交今起
重走文昌西路
本报讯 记者 姜传刚 文昌西路（邗
（

）

江路-润扬路段）道路改造已经竣工，今
起，恢复1路、1路晚、21路、38路、72路、
101路、1003路在该路段的通行。
由于文昌西路与新城河路交叉口东
北角施工已结束，今天起，恢复102路在新
城河路和翠岗路的通行。

文理提前录取
本科批次昨征平
本报讯 记者 刘冠霖 昨天，江苏省
（

）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文科类、理科类提前
录取本科批次填报征求平行志愿。
本次征求平行志愿包括军事、公安政
法、航海、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
区学生专项计划、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以及其他院校共6类计划。

其他用品和服务
1.2%
制图 袁亮

高。”这名负责人分析，6月份夏季时令 比上涨3.1%，带动CPI环比上涨0.1个百
水果上市价格较高，鲜瓜果价格环比上 分点。
涨11.9%，带动CPI环比上涨0.2个百分 “其次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名
点；受生猪价格回升影响，猪肉价格环 负责人表示，6月份汽、柴油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18.2%、20.1%，带动CPI上涨0.4
个百分点。“此外，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
因素占1.5个百分点，这是6月CPI上涨
的主要推动因素。”

法治江苏建设工作
座谈会在扬召开

为法治江苏
作出扬州努力
昨天，法治江苏建

本报讯 （记者 陈高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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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信通智能制造
产业园落户扬州
昨天上午，迪信

通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迎宾馆
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迪信通
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东海出席签约仪式并分
别致辞。副市长、广陵区区委书记张长金主
持签约仪式。
陈扬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扬州市委、
市政府正以参加扬子江城市群创建“中国
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为契机，全面加
快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
装备制造向中高端攀升，智能制造水平显
著提升。迪信通科技集团来扬州投资建设
制造产业园区，将集团的科技优势与扬州
良好的产业基础相结合，必将进一步提升
扬州智能制造业的声望，有效打造智能制
造的扬州品牌，有力助推扬州科创名城建
设。
刘东海表示，迪信通将着力在广陵新
建“智能制造产业园”“智能制造创新服务
平台”“智能终端展销门店”三大项目。力争
用两年左右时间，尽快建成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并带来税收、销售和就业，为广陵
及扬州当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长金在主持讲话中表示，希望双方
能够共同努力，促进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早
日投产达效，实现双赢。
迪信通是我国移动通信连锁巨头企
业，现已覆盖全国25个省（市），拥有零售门
店近3000家，并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迪信
通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0亿元，
注册资本6亿元，将主要生产制造自主品牌
手机、工业及服务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
智能家电等四大类产品，建成后预计可实
现年销售38亿元、年税收2.17亿元。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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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葛学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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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冶路真州路开铺沥青

真州路北延月底前贯通

本报讯 （记者 姜传刚 ）昨日上 口看到，东西两侧的基层沥青都已 车道的沥青铺设，月底前贯通。
午，记者在西区扬冶路拓宽和真州 铺好，这段道路两端以外的道路， 这两条路全部建成后，将与本
路北延施工现场看到，这两条“丁” 也即将铺沥青。
月底通车的真州路与文昌路立交
字相交的道路都已在铺设基层沥
在真州路北延建设现场，从扬 一道，服务省运会和省园博会，进
青，距离通车不远了。
冶路向北全线也在铺设沥青。项目 一步完善该区域的路网结构。
记者在扬冶路与真州路交叉 负责人告诉记者，预计14日完成快
“这次考试考前没有划范围，没
市纪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组织开展 有打招呼，
完全以闭卷形式进行，目
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测试——
—
的是对被监督单位尤其是年轻党员
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和应用工作进行
一次摸底。”市纪委、市监委第一派
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明表示，此类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步山 记者
为进一步掌握被监督单位党 政治理论知识测试，将会在今后的
姜涛 ）昨天下午，市纪委、市监委第 员干部政治理论知识掌握情况，推 派驻监督巡察中成为常态。
一派驻纪检监察组组织开展党员 动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
晴到多云
干部政治理论测试活动，来自市委 的落地落实，市纪委、市监委第一
办、市委农工办、市政府办等7个被 派驻纪检监察组专门研究制定了 明后 明天 气温 ：27℃-36℃
监督单位正科职以下87名党员干 《关于实行派驻单位党员干部政治 天气 后天 晴到多云
气温 ：27℃-36℃
理论测试制度的意见》。
部参加闭卷考试。

87名党员干部闭卷考“政治”

设工作座谈会在扬州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孔令俊出席会议并致辞。
孔令俊表示，近年来，扬州大力推进民意
法治、经济法治、创新法治建设，努力以高质
量法治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
孔令俊说，扬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法理念，创制了《扬州市公园条例》等3部涉民
生条例；围绕群众需求，重点加强交通秩序、
烟花爆竹、农村家宴、乡村校车等社会领域突
出问题的依法治理；推出以“春涛法律服务中
心”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第三方矛盾化解组织
和平台，创作《法治扬州之歌》，持续组织系列
法治广场活动等，共建共享“公平正义、人民
满意”法治名城的氛围更加浓厚。今年9月，扬
州将承办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和省园艺博览
会，我们将以办好两个盛会为契机，认真贯彻
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深化法治扬州实践，为
法治江苏建设作出扬州努力。

省妇联调研扬州
妇儿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朱红梅 记者 陈洁文 昨
（

）

天，在省妇联党组书记张彤的率领下，省妇联
及省政府妇儿工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来扬，对
我市的妇女创业、基层“妇女儿童之家”建设、
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服务等妇儿工作进行调研。
副市长宫文飞陪同调研。
调研组认为，扬州各级妇联在扶持和帮
助女性就业创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带动
和促进了一大批妇女就业和创业，成效显著。
调研组同时希望，扬州各级妇联组织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打造更加有形有力的基
层妇联组织，凝聚实干能干的女性人才，引领
带动全市妇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为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现代社会呼唤多些“闻声救人”
生命守护神 ”，并不是偶然的 。 首先 ，
他知道自己的邻居陈老伯高龄且独
居 ， 所以平时就格外留意陈老伯的状
况 ； 其次 ， 经过细心的观察 ， 黄先生掌
握了陈老伯的一些生活规律 ， 比如老
人家平均两三天会将垃圾丢在门外 ，
晚上七八点钟看电视 ， 随后就关掉电
视休息了 。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邻居陈
老伯的这些生活细节 ， 所以在偶然听
到陈老伯家里晚上11点还开着电视之
后 ，他发现了异常 ，并且及时通知物业
和警方 ，让陈老伯脱离了危险 。
我们当然要为黄先生的善良 、 细
“

福州的黄先生与97岁的陈老伯做
了20年的邻居。 上月末，黄先生晚上11
点还听见陈老伯家中传来电视声，觉得
有些不对劲。 凌晨4点，他又起床听了一
下，发现电视还开着。 怕老人出事，黄先
生熬到早上6点，通知物业、民警等开门
救人。 此时的陈老伯已昏迷多时，好在
救助及时，老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黄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陈老伯的

心和热情点赞 ，但是通过这件事 ，还能
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 随着老龄化
社会的加速到来 ，我们身边的 “空巢老
人 ”越来越多 ，很多 “空巢老人 ”身体不
好 ， 行动不便 ，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 后
果不堪设想 。那么在这种时候 ，邻里之
间的守望相助精神 ，就显得格外重要 ，
有些时候甚至能够挽救邻居的生命 。
作为 “ 空巢老人 ” 的邻居 ， 即便不
能每天上门问候 ， 但能否在路过老人
家门口的时候 ，敲门问候一下 ，闲聊几
句 ， 这样如果老人在家里有什么意外
情况 ，也能够及时发现 。

“ 闻声救人 ” 也好 ，“ 敲门问候 ” 也
罢 ， 都是现代人之间的一种难能可贵
的守望相助 ，值得肯定 ，更值得借鉴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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