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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检察建议促成垃圾山“搬家”
本报讯（赵艳丽 万森）大年一过，南京

西善桥某居民区的居民们发现居住环境有了
新变化。原来，检察院的一纸检察建议，促成
了周边一家废品回收站100多吨固体废物成
功“搬家”。

就在半年前，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干警
在办理一起污染环境案件时，注意到了这家
废品回收站的污染情况。经过实地勘察，发
现这家近1000平方米的废品回收站里，裸露
地面上坑坑洼洼的泥潭里都是发黑的污水，
渗井、渗坑以及沟渠里残留着排放未尽的含
油污水，空气里弥漫刺鼻的机油味，堆积成山
的废品周身洒落着机油废渣。这家废品回收
站对机油这类危险废物没有采取任何污染物
防控措施，也无污水处理设备，任由污染严重
的污水渗透地面进入地下水，沿着沟渠流入
河道，污染情况十分严重。根据居民的反映，
这一状况持续六七年，多次投诉均未起作用，
污染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经过实地勘察、询问证人、咨询专家后，
检方发现所辖区域环境保护部门作为行政监
管主体，未完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随即向该
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提出
及时处置案发区域危险废物、采取环境整治
修复措施等履职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环境保护部门高度重
视对现场危险废物处置和后续污染防治，先
后多次前往现场查看，并与辖区街道、环境修
复机构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制定处置方案、落
实处置责任、明确时间节点，先后投入近200
万元进行整顿治理。经多方数月共同努力，
目前该区域污染废物清运和处置工作已经顺
利完成验收，共回收、清理固体废物100余
吨，将绿色好环境还给了附近居民。

扬州“献血达人”将享受“三免”待遇
本报讯（王槐艾）近日正式施行的《扬

州市献血管理办法》明确，参与无偿献血20
次以上以及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市民，今
后将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逛公园、免挂
号费待遇。

根据新办法，扬州还扩大了献血返还政
策的受益人群范围，将以前“无偿献血者的配
偶、父母、子女”进一步扩大至“无偿献血者的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配偶父母”。同
时，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除本人终身享受免费
用血外，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配偶
的父母需要用血的，免费用血量也将累计按
照八百毫升提供。 据悉，目前，扬州达到享
受“三免”待遇的“献血达人”有3000多人。

民丰银行部署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本报讯 (民丰宣 丁彬彬) 近日，江苏民丰

农商银行召开“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动员”部
署大会，主要任务是在全行上下迅速掀起思
想大解放的热潮，主要目的是统一思想，为全
力推动全行业务更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
识、集聚精神动能。董事长许尔波作高质量
发展大讨论动员部署讲话，他指出，本次大讨
论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这既符合当前发
展的实际需求，也是对省联社2019年工作会
议的贯彻落实，希望各位勇于自我扬弃、锐意
攻坚克难、奋力开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浓厚氛围，围绕这一主题，为全行业务高质量
发展奠定更加良好的思想基础。

许尔波董事长强调，发展是立行兴行的
第一要务，稳增长、高质量是解决全行所有问
题的总钥匙，是破解当前行内局部发展不平
衡矛盾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一定要
做好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在管理制度优化、
产品体系创新、服务质量提升、金融风险管
控、扩大有效投入上持续发力，推动全行业务
发展“好中求稳、稳中求优”，努力实现更有后
劲、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二是必须要
有良好的产品体系支撑和实实在在的优质服
务保证，产品体系“量”“质”“态”“效”同步提
升，金融服务做优、做大、做强，都离不开全行
资源的调控、引导和保障。三是必须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充分发挥“宿速e”、“一
码通”、“企信贷”、IT科技贷、激光贷等战略
和特色产品的职能与手段，优先服务“三农”，
大力支持“小散优”和新科技、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同时千方百计支持纳入省、市、
区督查的重大项目、中心城市建设项目、民生
实事项目建设，积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是必须要以时不我待、使命必达的紧迫感
主动作为、提前谋划、超前介入，调动一切有
利因素，在内涵挖潜上拓展市场空间、在向上
争取上多获政策支持、在履职服务上优化创
新，推动全行业务高质量发展。

丹阳云阳国土三举措筑牢廉政“防火墙”
本报讯（陆毅）丹阳市云阳国土分局始

终将党风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严明工作
纪律，规范干部行为，促进廉政建设向纵深
推进。一是强化阵地建设，将宣传标语融入
每个党员干部的工作牌、电脑屏保，及时更
新宣传栏，营造廉洁守法氛围；二是加强廉
政文化教育，树立公仆意识、群众意识、自律
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不断增强党员干
部拒腐防变的能力；三是加强队伍管理，杜
绝以权代法、随意执法、不严格履行执法程
序等行为的发生。

遗失启事

●南京市栖霞区杨光化妆品折扣店（税
号：92320113MA1QRQ2F6G）发票领用本
丢失，特此声明。

●姜悦遗失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证，证
号：1028432009220021，声明作废。

●泰州市开发区宪昊机械厂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再确认一下分管片区核心点位，大车
确认附近接驳点位，保持通信畅通，确保调
度顺利及时……”2月19日下午13:00，哈
啰出行南京运维工作人员石志强正在进行
一场电话会议。由于工作人员都在各自片
区作业，电话联网会议，是上传下达最便捷
的渠道。

“你今天重点关注一下地铁3号线沿
线、中华路，和街道及时沟通，做好配合工作
……”石志强是一名95后，可他安排起工作
来十分老练。手指在电子地图上精准地点
出几个关键点位。这份自信，来自于大小节
假日的一场场历练。

石志强负责的片区，是哈啰出行后台规
划的“夫子庙·中华门片区”，其中包含着南
京的著名景区之一——夫子庙景区，每个节
假日这里都会迎来旅游客流高峰，都是重点
保障区域。

虽然此次灯会核心区设置了“禁停”限
制，但是外围的工作任务依旧艰巨。“我们
这次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南京交警和城管部
门做好保障。对核心区，包括白下路、长白

街、长乐路、中山南路合围区域，以及箍桶
巷，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设置了电子围
栏，除了前期的用户推送提醒，我们对于骑
行轨迹接近夫子庙区域的用户，还会有禁
停的提醒。骑行用户在景区外会被交警拦
截，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劝阻。就算
骑进景区，用户也是无法正常还车的。”石
志强表示，此次技术手段的介入，让他们的
主战场转向禁停区的边缘地段。“在边缘及
外围区域，比如一、三号线地铁站站口、都
是重点保障地段。”

记者了解到，元宵灯会期间，哈啰出行
与多个街道城管部门形成联动，主管部门从
12:00起，在关键路段设置路障。对于路障
处的单车秩序，街道会实时监控，并及时联
系单车运维派车前来调度。灯会高峰期，调

度频次达到大车半小时一趟，小车15分钟
一趟。调度工作一直持续到晚23:30灯会
结束，确保车辆疏散完毕。

这些保障工作看上去不过短短几行字，
但背后是一身身冬日湿透的蓝色工作服。
哈啰出行南京运维工作人员石志强告诉记
者，在大型节日，哈啰出行都会派出大型厢
式货运车。“大车虽然能装，但是车身较高，
我们基本上需要把车抬到超过胸的位置，一
辆车能装150辆单车。平均每人每天搬车
200次以上。很多同事搬完，坐在地上要缓
半天，有的回去倒头就睡，第二天手都抬不
起来。”

“我老家是安徽的，人在外地工作，父母
就会特别的叮嘱一些习俗。比如今天让我
吃元宵，烧草结。”石志强说，以前在家的时

候，元宵节的清晨，总是在芝麻元宵的香味
里醒来，前一碗四个元宵刚下肚，后面妈妈
的勺子就在等着了。要吃双数、要吃整的，
最后要喝完一整碗元宵汤，这份温暖足以维
持一整天。

昨天一早六点半石志强就出门了，早
饭是两个肉包子和一杯豆浆。“这个元宵
节，和同事们一起在岗位上度过的，别看我
们在景区外面，可也算是赏灯一线呀，也算
是体验了节日的氛围。”石志强很幽默。当
记者问到他的节日心愿时，石志强说，希望
回家还有力气，在睡前把冰箱里的速冻汤
圆煮了，热乎乎吃上一碗。希望不久的将
来，可以把爸爸妈妈接来南京，看花灯，过
团圆节。

通讯员 刘梅卿 记者 鲍晶

18小时护航元宵灯会
共享单车小哥想吃一碗热汤圆

昨天是元宵佳节，为弘扬传统文化，让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充分体验中医药文化氛围，江苏省中
医院医务人员在门诊一楼大厅张灯结彩，挂灯笼，猜灯谜，医患欢欢喜喜“闹元宵”。

为了让活动有新意，有亮点，该院医务人员不仅在选择谜面上下足功夫，还改变了传统的猜谜
方式。参与者只需扫描微信二维码，序号和谜面即在手机上呈现，答题也在手机上完成。灯谜中除
了传统的“字谜”以外，还巧妙融入了中医的养生保健知识等内容。医院还准备了中药养生茶饮、科
普书籍免费赠送参与猜谜的患者和家属。 冯瑶 文 颜英杰 摄

猜中药灯谜，体验中医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韦启雯 记者 徐
嵋）正月十五闹元宵吃汤圆，寓意着一
家人团团圆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王春香提醒大家，不管
是元宵还是汤圆，健康吃法很重要。

汤圆馅儿的口味，主要分两种派
别：“沙白甜”豆沙、白糖、芝麻、花生的
甜味汤圆，和“咸情逸致”的菜、肉馅儿
咸味汤圆。王春香主任表示，相对于甜
味汤圆，咸味汤圆的营养更均衡。菜肉
等咸味汤圆里含有人体所需的盐、维生
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芝麻、豆沙
等甜馅料的汤圆脂肪、糖分和碳水化合
物含量较多，热量比菜肉等咸汤圆更
高，更容易发胖。

汤圆是以糯米为主的食物，可以
代替主食，减掉相应量的米饭。由于

热量较高，供能快，最好别在三餐饭之
外额外吃汤圆。为减少热量，食用汤
圆最好以开水煮食，避免用油炸的方
式，同时搭配蔬菜等高纤维的食物，并
比平时多做些运动。由于糯米的热量
比米面高且黏性好不易消化，所以脾
胃虚寒的人群不宜多吃。此外，汤圆
热量较高，专家不建议晚上享用，这样
会加重胃的负担。

汤圆的原料主要是糯米和糖，碳水
化合物含量高，糖尿病患者最好不要食
用。对于小孩、老人、有胃肠基础疾病
患者、肝病、急慢性胰腺炎患者、胆囊疾
病患者来说，千万不可贪嘴，应避免吃
汤圆。另外，食用汤圆应注意馅料“烫
口”，慢慢享用，以免热馅儿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

营养专家提醒大家吃汤圆的正确打开方式

本报讯 (通讯员 任建玲 记者 丁彬彬) 随
着经济发展不断加速，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宿迁籍高校毕业生“凤还巢”比例逐年攀升。
据统计，近5年来，该市人才引进率（当年度人
才引进数与宿迁籍毕业生人数之比）由2014年
的57%提高到2018年的78.3%。

拓宽引才渠道。仅去年以来，该市就围绕
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分别组织用人单位赴北京、
上海、南京、西安、太原、武汉、黑龙江、南通等5
个重点地区相关高校开展人才招引活动35场
次，引进各类人才24732人，其中“985工程”

“211工程”高校本科及其他普通高校研究生以
上人才2077名。

落实政策保障。通过实施“五大行动计
划”，落实人才“购房券”“就业见习”等政策，给
予5-200万元不等的购房补助和3-6个月的
见习补助。中心城区共为484人发放人才“购

房券”，涉及补助资金5120万元。120家见习
基地共开发见习岗位7814个，组织7147名高
校毕业生参加见习，通过就业见习实现留岗就
业3820人。同时，大力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回
宿创新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就近申请入住
各级人才公寓，充分解决毕业生后顾之忧。

加大岗位开发。大力开发适合各类人才
特点的就业岗位，拓展就业渠道，重点吸引高
校毕业生到企业和基层就业、创业。围绕宿迁
产业人才需求，充分发挥重点产业集群的人才
集聚功能，深入挖掘、精准对接重点企业岗位
需求。广泛实施“名校优生”引才工程，开展

“市选聘生”工作，简化流程、定向优选，选聘
“985工程”“211工程”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毕业
生到宿迁市直、县区事业单位工作。扎实推进

“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引导毕业生投入扶贫开
发，为基层输送和培养青年人才。

宿迁籍高校毕业生“凤还巢”增多

本报讯（通讯员 喻先花 胡晓光 记
者 万森）红绿灯信号不停转换，路人从
车边经过，却发现司机头歪着，靠在驾
驶座上一动不动，担心司机突发疾病，
连忙报了警……记者昨日从南京市浦
口区检察院获悉，“等红灯睡着”的司机
李某因醉酒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
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罚金人民币
3000元。

据了解，2018年8月28日晚，家住
本市江北新区的李某与几个朋友在饭店
吃饭，席间一桌人都喝了酒。饭局结束
后，李某叫了代驾，但等了半小时，代驾
却迟迟没来。急着回家的李某感觉自己
状态还行，便铤而走险发动了汽车。李
某开着车逐渐感到酒劲上头，在一个路

口等红灯时，他脚踩着刹车，眼皮儿一耷
拉，竟在停车线前睡着了。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敲击车
窗进行喊话，司机李某突然惊醒，脚从刹
车上一放，车子冲出去三四米远才反应
过来，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经鉴定，
李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34mg/
100ml，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民警后调
取沿途监控，进一步证实了李某在停车
睡着前有实际的驾驶行为。承办这起特
殊危险驾驶案件的检察官提醒，酒驾是
碰不得的一条红线，驾驶员酒后驾车，极
大的放任了道路危险发生的可能。本案
中的李某幸好是在车辆停住后才睡着，
如果是开着车就睡着，那后果肯定不堪
设想。

等红灯睡着了

醉汉驾车犯危险驾驶罪领刑又罚金

本报讯（记者 王槐艾）日前，扬州市政府出
台鼓励全民创业新政，将原来的创业担保贷款范
围从本市居民扩大到外地户籍来扬创业人员，贷
款担保额度从最高5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根据新政，在原创业担保贷款的基础上推
出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并将支持对象扩大到包
括外地户籍在扬州创业人员在内的全体城乡创
业者。大幅提高贷款额度，雇佣3-5人的提高
到30万元，雇佣6人以上的提高到50万元。小
微企业最高额度，按企业实际招用人员数量，按
每人不超过12万元的标准，最高不超过300万
元执行。个人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不超过3
年，贷款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小微企业富民
创业担保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贷款累计次数
不超过3次。

支持创业载体建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
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场
地支持、指导服务和政策扶持，根据创业孵化基
地实际孵化成功情况按规定给予创业孵化补
贴。对初次创业租用各类创业孵化基地的登记
失业人员、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在校及毕业2年

内）、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和就业困难人员，按规
定给予不超过3年的创业场地租金补贴。深入
推进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载体建设，鼓
励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小微企业
等多方协同，聚焦产业细分领域，建设专业化众
创空间。

持续优化创业环境，着力搭建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互联互通政务
服务体系。完善政务服务APP，实现政务服务
由“网上办”向“掌上办”升级。放宽市场主体登
记条件，对注册在创业孵化基地等集中经营场
所的市场主体，可在登记时实行住所（经营场
所）信息申报。运用企业开办“全链通”一站式
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开办企业3个工作日完
成。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破解“准
入不准营”问题，依托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落
实“双告知、双反馈”等信息共享制度。加快推
进市场主体住所信息联网查验机制、住所信息
申报制、住所承诺制等住所登记改革，全面落实
市场主体登记信用承诺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
序规范的市场环境，降低创业准入的制度成本。

扬州：外来人员创业 政府担保贷款

本报讯（记者 王槐艾）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明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方
向、目标和任务。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
申遗牵头城市、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城市和江淮
生态大走廊建设的首倡城市，扬州市成为我省
唯一一个全域划入规划核心区的地级市。

淮扬文化高地是大运河文化带六大文化高
地之一，《规划》提出发挥扬州在连通京杭大运
河和长江的重要支点作用，促进区域间航运互
通、旅游协作、人文交往，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
长江经济带重合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规划》顶层设计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的重大项目。其中，扬州城遗址（含隋炀帝墓
遗址）、长江运口、扬州漆器髹饰技艺、邵伯镇、江
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江苏扬州大运河博物

馆、扬州-杭州段大运河遗产线路等项目列入“文
化遗产保护展示工程”；京杭大运河航道扬州段
列入“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改善工程”；扬州三湾湿
地公园、高邮湖、仪扬河列入“绿色生态廊道建设
工程”；邵伯镇、瓜州镇、湾头镇列入“精品线路和
统一品牌行动”；玉雕、漆器、琴筝、世界运河名城
博览会（扬州）、扬州槐泗船厂列入“文化旅游融合
提升工程”；千秋淮扬列入“运河文化高地繁荣兴
盛行动”，扬州实现了《规划》各类工程的全覆盖。

《规划》提出，要发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
市合作组织等协会、组织的作用，树立统一的推
广展示理念，提高“千年运河整体”辨识度，形成
全球知名的中国大运河文化品牌。扬州作为世
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理事长单位，将
在深化对外交流机制中发挥世界运河城市论坛
等交流平台重要作用，向世界传播大运河承载
的中国故事。

19日下午，青岛路社区举行“正月十五花灯俏，其乐融融庆元宵”活动，来自社区
的居民和河海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一起，做花灯、猜灯谜、吃汤圆，让外国留学生了解
中国的传统节日，用心去体验我国的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意义。 张旭 摄

近日，流感继续蔓延，南京市儿童医院仍处于最忙碌的时刻。在南京儿童医院
河西院区输液室内挤满了孩子和家长，护士站常常被“包围”，输液室俨然成了又一
个“战场”。图为护士正在全神贯注工作，始终保持忙碌状态。

万森 摄

扬州全域纳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核心区

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