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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本地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主动投案
正接受审查和调查

重要进展！
南沿江城际铁路打下第一桩！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扬子晚报讯（记者 石小磊）5 月 9 日上午，随着循环钻机隆隆
轰鸣声和围观群众的欢呼声在太仓特大桥工地响起，沪宁间第三
条高速铁路——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全线首个钻机施工正式开
始。这标志着南沿江城际铁路苏州段正式进入了开工建设阶段。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是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线路起自
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向东经镇江句容市、常州金坛区、武进区、无锡
江阴市以及苏州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最终在太仓站经沪通
铁路与上海相连。线路途经区域是江苏和长三角地区城市最为密
集、城乡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南沿江城际铁路全线设南京南、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
港、常熟、太仓共 8 个车站，新建正线长度 278 公里，建设工期为 4
年。项目近期规划每天开行列车 100 对，远期规划每天开行列车
130 对。南沿江城际铁路建成后，沿线城市与上海、南京间的距离
将会进一步拉近，沿途的句容、金坛、武进有望进入南京的“半小
时”
高铁圈。

孟晚舟案听证会再开庭，华为声明：
美非法滥用程序有政治因素驱动
新华社电 温哥华当地时间 8 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遭加拿大拘押后的保释听证会再度开庭。华为在听
证会后发布声明称，华为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并认为
“美国下令逮捕孟晚舟是非法滥用程序，背后有政治因素驱
动，
而非出于法治考虑。”

商务部：
中方最大程度展现诚意和善意
达成协议需双方共同努力
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9 日表示，中方一
直抱着极大诚意推动谈判，希望美方能相向而行，照顾彼
此核心关切，
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
上述表示的。其间正值中方团队赴华盛顿与美方进行第
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美方宣布拟于 5 月 10
日将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从 10％上调至 25％。
“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界的期盼。”高峰说，
在美方威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中方从大局出发，按原计
划赴美举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最大程度展现
了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和善意。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
力，
推动磋商取得新的进展。
针对美方近期对中方的一些指责，高峰回应说，各种
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很多，美方也贴了不少标签，
“倒退”
“背
弃”
等等，
中方也
“被承诺”
了很多。
高峰强调说，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方一直
抱着极大的诚意推动谈判，希望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
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
最好的选择，
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针对美国拟上调加征关税一事，高峰说，中方立场和
态度是一贯、明确的。我们反对单边加征关税，贸易战没
有赢家，这不符合中方利益，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全
球利益。他还表示，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
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有决
心也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央环保督察组批“酒城”泸州：
大量污水直排长江
新华社电 9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曝光“酒城”
四川省泸州市大量污水直排长江，包括泸州老窖在内的部
分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
督察组指出，部分重点企业违法排污问题严重。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是泸州市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罗
汉酿酒基地污水处理站实际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长期高
于设计处理浓度，导致生化池漂浮大量死泥，加之加药系
统老旧，药剂混合不均匀，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
行。因管网破损，部分污水直接渗漏外排至市政排污渠，
渗排污水化学需氧量、总磷、悬浮物浓度均超过行业直接
排放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和总磷浓度分别超标 2.45 倍、
26.5 倍。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罗汉酿酒基地污水处理后产生的
污泥应送锅炉焚烧处置，但企业从未按此执行，而是将其
混入生活垃圾后由市环卫所送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此外，与罗汉酿酒基地一墙之隔的泸州国粹酒厂将生
产废水直排厂区雨水管网，最终经市政排污渠排入长江，
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1700 毫克／升。

新进展！沪通大桥南主塔突破 300 米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李伟 记者 石小磊）记者 9 日从中铁大桥
局获悉，
随着沪通长江大桥南主塔 29 号墩进入第 49 节钢筋绑扎、
钢
锚梁安装施工，南主塔高度已达到 305.5 米，预计 7 月份封顶，达到
330 米。与此同时，
截至 9 日主塔墩钢梁已架设 27 个节段，
总长达到
546 米。据悉，
沪通长江大桥预计将于明年 6 月建成通车。

江苏高招艺术类专业省统考
涵盖专业范围 2020 年起有调整
扬子晚报讯（记者 杨甜子）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调整江苏省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范围的通知》于近日发
布。决定从 2020 年起，新增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纳入江苏省普通
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范围。其中，报考流行音乐、
音乐治疗专业的考生须参加音乐类专业省统考；报考摄影、书法
学、跨媒体艺术、文物保护与修复、漫画、新媒体艺术、包装设计专
业的考生须参加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
调整后，音乐类、美术类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统考涵盖专
业范围为：
音乐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
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
作曲技术理论、流行音乐、音乐治疗。美术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
业：
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下设各专业（含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
书法学、中国画、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文物保护与修复、漫画、艺
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陶瓷艺术设计、
新媒体艺术、包装设计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
其中，摄影和书法学专业，如高校组织校考，考生可直接参加
校考；如高校要求考生除参加校考外，还须参加美术类专业省统考
并取得合格成绩的，考生须按照高校的要求执行；如高校仅使用省
统考成绩录取，
则考生必须参加美术类专业省统考。

教育部：从未评过“全国百强中小学”
教育部昨日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全国百强中学”
、
“2018 中国最具影响力中小学百强榜”等榜单进行回应，教
育部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机构开展面向全国中小学校的
此类评选排名活动。
声明如下：近期，有机构在网络发布了“全国百强中
学”
、
“2018 中国最具影响力中小学百强榜”等榜单，现郑重
声明：教育部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机构开展面向全国中小
学校的此类评选排名活动。教育评价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科学规范公正的教育评价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
径。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
教育评价，标准不科学、操作不规范、过程不公开，不能客
观公正地反映学校真实状况，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在此，提醒全国各中小学校，切勿参与此类评
选排名活动。针对此类评选排名活动，教育部将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
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教育部官网

4 月份江苏 CPI 同比上涨 2.7%
扬子晚报讯（记者 薄云峰）4 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2.7%，在商品类别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5.0%，非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8%；消费品价格上涨 3.2%，服务价格上涨
1.8%。
今年 4 月份与去年同比，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5.0%，影响 CPI 上
升 1.38 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上涨 15.1%，猪肉价格上涨
14.1%，鲜瓜果价格上涨 13.3%，鸡价格上涨 10.2%，牛肉价格上涨
8.7%，蛋类价格上涨 5.4%；在与菜篮子密切相关的食品中，唯有淡
水鱼价格下跌，
跌幅 8.8%。
4 月份，
其他七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
“六涨一跌”
。分别为：
衣着价格上涨 2.1%，
居住价格上涨 2.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3%，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2.6%，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4%，
其
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2.1%；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跌 0.2%。

A1 版答案来了

这些淮扬菜
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
第二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
会在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中心举行。走
进中国淮扬菜特展区，便见摆放在展厅
的开国第一宴、乾隆南巡宴、西游记素
宴、盱眙龙虾宴等淮扬菜系特色名宴。
宴席菜肴丰富让人眼花缭乱，菜肴精致
程度让人心生赞叹。扬子晚报记者就
所见所闻考考粉丝读者们。
问题 1：
太极豆腐是用何种工具摆盘？
答：牙签。
乾隆南巡宴上，太极豆腐这道菜是
一道真真正正的功夫菜。白黄两色的
食材，颜色分明地摆放在碗中，呈太极
图案。白色的是豆腐，黄色的是蛋皮。
厨师将豆腐用刀刃切成极薄的片，再划
成菱形备用，再将蛋黄搅匀摊煎成极薄
的蛋皮，划成形状大小的菱形。然后将
豆腐薄片和鸡蛋薄片，用牙签小心挑
起，精心的、一片压一片地摆放在碗中，
最后仔细淋上汤汁。这碗太极豆腐如
开在碗中的花瓣，亮丽又清雅。如此精
致讲究花功夫的菜肴，估计南巡的乾隆
皇帝品尝完也是赞不绝口吧。
问题 2：
猜猜看，
这只大月饼多大多重？
答：直径 85 厘米，用去 10 公斤面皮外加
五仁馅料 20 公斤。
苏州津津食品有限公司的现场负
责人邓建平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做出这
样的一只大月饼其实前前后后需要两
天时间，包括选料、拌料、融合、烘焙，光
是烘烤的温度就需要大厨精心调整。
邓建平说，中国的糕点有四大流派，而
苏式传统月饼之所以数十年不倒，而且
始终受到市民青睐，就是其中蕴含了一
种“工匠精神”，用心选料、真材实料，用
心烘焙制作，从而让市民的味蕾回归食
材的本真。
问题 3：
漂在碗里的这朵是啥花？
答：豆腐花。
淮扬菜里，有道最考验刀工的菜，
叫“文思豆腐”。先将豆腐表面的一层
老皮削去，再一刀刀地竖着切片，片要
切得薄如纸，切完后将豆腐躺放下，继
续横切成细丝。据说，真正功夫好的大
厨，能在一块细软的豆腐上，横切至少
88 刀，竖切至少 188 刀，几十分钟，切出
几千根豆腐丝。而扬子晚报记者看到
的这道“虫草菊花映豆腐”，切好的豆腐
放在虫草为料烹煮出的清汤里，好似菊
花一般绽放，花瓣清晰、粗细均匀，不碎
不断。这样一手刀工，不知三年五载练
下来，
切多少斤豆腐才能有此成就。
附加题：这朵荷花是怎么做出来的？

答：龙虾肉，
敲出来的。
龙虾宴上，一盘名为“虾黄豆腐”的
菜肴最先跳入扬子晚报记者眼帘，因为
实在太好看。据厨师陆义冬介绍，既然
是龙虾宴，菜肴食材自然以龙虾为主。
荷花是用龙虾做的，将龙虾肉用木棍敲
成厚薄均匀的薄片，蒸熟，再用刀切出
花瓣形状、摆盘。
“ 花瓣只能敲，不然虾
肉一散，就成不了型”。不过这道菜，最
金贵的不是荷花，而是汤碗中的虾黄，
龙虾的黄，量不大，这一碗虾黄汤，得剥
几十只龙虾，用牙签慢慢挑出黄来，颇
费工夫。据悉，这一盘菜售价 180 元，
预定才能吃得到。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范晓林
王国柱 周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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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0 破冰行动
（央视八套）

19：32 一场遇见爱情
的旅行（江苏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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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北京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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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七日生
（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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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阳光（安徽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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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破冰者（四川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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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平民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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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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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三套）
21：11 最 强 大 脑 之 燃
烧吧大脑（江苏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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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缘定今生
（江苏综艺）
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