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9日从国家统计局
江苏调查总队获悉，去年12月，江苏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7%，涨幅
较2019年11月收窄0.1个百分点。
去年全年，江苏居民消费价格比上
年上涨3.1%。

去年12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
上涨13.2%，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5%。食品烟酒价格，依旧是拉动
CPI上行的领涨因素，但相较于此前
的11月，12月全省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涨幅已收窄1.2个百分点，拉动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幅度，也从去
年11月的3.99个百分点回落到3.67
个百分点。食品烟酒中，12月肉蛋价
格依旧呈现普遍上涨的态势：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97.2%，相较11月收窄
13.2 个 百 分 点 ，牛 肉 价 格 上 涨
21.7%、鸭肉价格上涨21.4%、鸡肉价
格上涨19.8%、羊肉价格上涨9.2%、

鸡蛋价格上涨7.3%、淡水鱼价格上
涨 0.8%。鲜菜与鲜瓜果“一涨一
降”：去年12月，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1.4%，鲜瓜果价格同比下跌7.0%。

12月，其他七大类商品及服务
价格同比均有上涨。其中，衣着价
格上涨2.3%，居住价格上涨1.3%，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2%，交
通和通信价格上涨0.1%，教育文化
和娱乐价格上涨2.3%，医疗保健价
格上涨0.5%，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上涨5.7%。

去年12月，江苏居民消费价格
环比下跌0.1%。其中，食品烟酒价
格波动较大，较11月时下跌0.5个百
分点。食品烟酒价格里，猪肉价格
降幅最为显著，环比下跌达6.5个百
分点；鸡蛋、鸡肉、淡水鱼、鸭肉和鲜
瓜果等价格环比均有回落。

（李睿哲）

上月江苏CPI上涨4.7%
猪肉涨幅收窄13.2个百分点

10日起，被称为“世界最大规模
的人类迁徙”的春运拉开大幕。在
接下来的40天时间内，亿万旅客将
踏上返乡之旅。作为我国经济最发
达、人流最密集的长三角地区，今年
铁路春运工作有哪些新变化？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发布一组数据作了
详细介绍。

7960 万人，旅客

发送量将再创新高

据预计，长三角铁路2020年春运
将发送旅客 7960 万人,同比增加
463.6万人,同比增长6.2%,日均发送
旅客199万人。预计节前发送旅客
3150万人，同比增加190.9万人，同比
增长6.5%；节后发送旅客4810万人，
同比增加272.7万人，同比增长6%。

今年春运，客流将体现出四大
明显特征。

节前客流启动早。如长三角至
云贵川渝等传统重点方向的长途客
流启动时间在元旦假期前后，距离
春运较近。

客流叠加明显。由于学生放假
高峰在春节运输期间，节前学生流
与务工流、探亲流高度叠加。

客流高峰持续时间长。春节长
假期间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节中
初二起出现以厦门沿海方向为主的
旅游小高峰。

节后客流持续时间长。由于
2020年春节提前，春运运输结束后
仍有务工客流持续出行，预计将持
续至2月底。

长三角地区客流，节前将集中
在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地区，节后
是合肥、阜阳、徐州地区。预计京沪

高铁、徐兰高铁、京九、陇海、沪昆等
线路客流较为集中。

1276对，开行旅客

列车同比增一成

今年春运期间共安排开行图定
旅客列车 1000对，增开旅客列车
276对（其中长途直通临客167对、
短途管内临客109对），合计1276
对，同比增加 124.5 对，同比增长
10.8%。其中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950对，占开车总量的74.5%，同比
增加143.5对，同比增长17.8%，运
力较去年春运更加充沛。

铁路部门将利用停止高铁繁忙
干线检修天窗点的时间段，安排开
行夜间动车组高峰线列车102.5对，
开行的方向主要为上海至兰州、西
安、郑州、南昌、武汉等，杭州至郑
州、贵阳、鹰潭等，南京至福州、长沙
等。

针对皖北地区务工人员春运乘

车需求大的情况，在阜阳、亳州地区
增开18.5对动车组临客，其中阜阳
西站始发终到11.5对，亳州南站始
发终到4.5对。阜阳、亳州两地春运
中增开列车总数将达37.5对。

江苏东北部地区进京高铁运力
充沛，春运中盐城去往北京方向的高
铁列车达到3对。盐城、连云港地区
将增开去往北京方向的1对高铁列
车G4215/6次，经由京沪高铁、石济
高铁、济青高铁、青盐铁路运行。

可达5.5折，回空

列车让更多旅客享优惠

针对节前、节后春运往返客流
不均衡的特点，在去年实行春运回
空普速列车票价打折优惠的基础
上，今年春运首次将回空动车组列
车纳入票价打折优惠范围，实行票
价打折优惠措施的回空动车组列车
达8趟、普速列车达15趟，优惠幅度
最大可达5.5折，引导旅客特别是城

市务工人员反向过节，既能提高回
空列车运能利用率，又能让“反向探
亲”旅客享受更多实惠。

春运前，徐州东等车站扩大实
施高铁“顺手寄”小件物品快运服
务。春运中预计长三角共有11个
车站开通高铁“顺手寄”业务。同
时，上海虹桥站还试点推行旅客遗
失物品递送上门经营性服务。

此外，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实施
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春运前长三角可
自助办理实名制核验的车站由73个
增加到 79个，占所有客运车站的
37%。同时，在苏州园区、徐州东站
试点实施旅客进站验（实名制验证）
检（检票）合一的基础上，春运期间将
在沪宁城际、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
合段、徐盐高铁、连镇高铁上的31个
中小型车站推广实施进站验检合一
服务举措，有效压缩进站验检办理时
间，使旅客在站区出行更顺畅。

本报记者 梅剑飞
本报通讯员 许文峰

春运今天拉开大幕，为期40天将创多个纪录——

“数”说2020长三角铁路春运

9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蟠桃
花园小区居民宋茂彬来到西贺村农
贸市场采买五花肉。市场里肉贩很
多，都在努力招揽顾客。可老宋不着
急，他在鲜肉区慢慢转了一圈，仔细
观察猪肉的色泽、了解零售价格，最
后在摊主孙昌新的摊位前停住脚
步。老宋拿出手机，对着摊位前张贴
的二维码扫了扫。

老宋向记者展示手机扫出的信
息，上面除了市场名称、经营户名称、
摊位号等，一个月内该摊位进出货信
息也清清楚楚。“他的货是昨天进的，
80公斤。我要再看一看。”老宋压低
声音说。他接着扫了扫摊主刘合理
的二维码，脸上露出笑容：“100公
斤，早上刚到。”点击当日进货信息，
就能看到这批猪肉的“身份”信息：开
封新农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屠宰，供货
商苏怀光，供货地址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区，购货凭证等一应俱全。“给我来
两斤，今天中午吃饺子。”老宋声音提
高了几个分贝。

“手机‘扫一扫’，背后是智慧监
管信息化方面的诸多创新。”徐州经
开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科科长刘成全
邀请记者来到市场办公室，在电脑上

登录由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和徐州雨
润农产品全球采购有限公司共同开
发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信息化追溯
系统。记者看到，市场内12家猪肉
经营户肉品追溯信息一目了然。

“手机上的公众平台，连接的正
是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和企业申
报平台。”徐州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
通监管处副处长李艳表示，徐州在全
国率先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
落实年活动。

清晨一开市，农贸市场工作人员
张莹就挨家收集猪肉经营户的经营
资质、产品购销、交易结算、准入管
理、质量检测和流通追溯等信息，统
一输入综合管理平台。与之对应的，
是每户入场销售者拥有唯一的食品
追溯“二维码”。

张莹拿出一支肉品检验检疫证
明真伪识读笔，在“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上轻轻一扫，两处农业农村部辨
识区、一处徐州市动物卫生检疫章辨
识区、摊主刘合理的票证均顺利通过
验证。“我们还有专用电子磅，防止有
人‘蚂蚁搬家’，报少售多。”张莹说。

今年，徐州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
种将扩展到肉类、蔬菜、面粉、挂面、
米、油和果品，日后还将逐步扩展到
水产品和冷冻冷链、预包装等环节的
所有食品。 本报记者 李 刚

手机扫一扫，舌尖安全有了底

11年，他从项目技术员成长为企
业中层管理者；11年，他奔跑的脚步
从古都金陵到黄海之滨从未停歇；11
年，他助力大国外交场馆建设、“建”证
企业改革发展，中建安装南京公司副
总经理陈刚带领团队打赢一场场攻坚
战，用“军魂匠心”精神，诠释着央企的
责任与担当，在企业高质量发展路上
逐梦前行。

勤奋钻研 扎根建设一线

2008年的夏天，陈刚背着简单的
行囊，怀揣着希望和梦想加入中建安
装。第一天到工地，陈刚对职场的想
象瞬间被颠覆，专业和敬业是这里的

“通行证”。为了快速提高技术水平，
陈刚口袋里随时装着笔记本，每一处
管线走向、每一种焊接方法、每一项技
术创新、每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法，他都
细心记录下来，常捧着施工专业书“啃”
了一本又一本，在竹林增压站项目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他记录了近10本笔记。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从亚洲第
一大高铁站南京南站到G20峰会主
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从厦门金砖
会议主场馆到青岛上合峰会主场馆，
陈刚从一个“菜鸟”技术员到项目经
理，仅用了4年时间，奋斗拼搏的路

上，陈刚“建”证着一座座超级工程的
拔地而起，“建”证着一个又一个助力
大国外交的建筑奇迹。

2016年9月，全球的目光聚焦在
G20杭州峰会，现代宏伟的峰会主场

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让世界感受
到“中国速度”“中国品质”。“接到通知
那天，我大脑里反复推演着工作的切
入、推进，团队的调配管理及可能遇到
的问题，想到什么就在本子里记下，觉
得不好又撕掉重来，如此往复，彻夜难
眠。”陈刚回忆。这是他全面统筹管理
的第一个项目，兴奋的同时，巨大的压
力也接踵而来。

陈刚作为G20峰会项目钢结构
负责人，带领团队完成了相当于3.5
个北京“鸟巢”的钢结构制作安装任
务，圆满完成了这项举世瞩目的政治
工程。陈刚也凭借优秀的施工管理能
力，荣获“中国建筑G20杭州峰会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

临危受命 铸就“中建速度”

以现场促市场，凭借G20场馆项
目的优质履约，陈刚团队又接到了厦门
金砖会晤主会场钢结构和机电施工任
务，中建安装在一次次国际盛会场馆的
建设中大放异彩。一群平均年龄不满
30岁的年轻人，仅4个月便将这座已建
成10年的商业型会议中心，完美转化
成功能一流的重量级外交舞台。

“老场馆、新提升，这是一场没退
路、只能赢的攻坚战！”陈刚带领团队根

据工程特点，迅速编制了系统全面、详
细可行的施工设计方案，组织工程院院
士进行论证，运用BIM进行钢结构体
系建模和虚拟拼装，并给每根构件定位
编号，24小时轮班严密监测钢结构体
系稳定情况。仅一个半月，就顺利完成
了钢结构改造的施工任务，为后续机电
施工和精装修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在钢构制作和安装过程中的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新建的五大国会
场和主会场，都是在原有结构上进行搭
接扩建。”凸显厦门特色和“海上丝绸之
路”元素的“丹冠飞羽”迎宾长廊，由48
樘异形“几”梁组成，“几”字形内部采用
钢架结构，外部包裹铜板，为确保结构
尺寸精确，幕墙工程安装严丝合缝，项
目深化设计团队用BIM绘制钢结构节
点图，构件生产工程中，每一根曲线梁
的安装精度都严格控制在5毫米内，做
到了吊装“零失误”。而正是这种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造就了海
天融合、开放包容的恢弘场景。

“为了把机电管线深化设计做到
极致，我们对原建筑三维扫描，核查原
结构的预留洞口，用BIM建模再进行
施工改造。为提升装饰效果，小伙们
常常为了再提高1厘米的吊顶标高，反
复调整、核对、验证。”在陈刚身上总能

感受到这个年轻团队的责任和坚持。
最后调试的20天，陈刚带领团队

吃住在工地，查线路、编程序、改程序、
联动调试，不断验证系统的安全可靠，
最终消防验收一次通过，中建安装不
仅如期高标准高品质完成主体安装任
务，还做到了会务保障服务万无一
失。自此，中建安装创下“金砖速度”
的好评在业内不胫而走。谁又能想
到，这个东海边的速度记录在短短半
年后，就在黄海之滨被同一群人打破？

精益求精 匠心“礼”悦天下

“90天，中建安装要完成5万多
平方米的机电安装工程。”2017年10
月，陈刚第三次参与大国主场外交场
馆建设，担任青岛上合峰会主会场项
目经理。

时值青岛15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在零下12℃的气温下，正在进行空调
吊装和安装作业的陈刚根本顾不上海
风吹来脸上刀割般的疼，他紧盯固定
工人和机体的缆绳，一站就是好几个
小时。

中建安装打造的上合峰会场馆顶
级供电系统可监测用电情况，根据各区
域不同的能耗需求，调配出最优化的配
电方案，屋顶6000平方米的太阳能板可

将整幢建筑用电成本降低20%-30%。
陈刚团队利用外线接通三路供电,自备
UPS备用电源，可0秒瞬时切换电源保
证30分钟供电，就算切换电源，会场也
感受不到电灯闪烁和音响杂音。

如何保障高大空间场馆恒温恒
湿、空气清新？陈刚团队创新采用直
流无刷电机的风机盘管，在回风段增
设光等离子净化装置，执行的空污控
制手段可及时杀灭有害物质，全场空
气清新、无异味，且会议核心区域实现
零温差。

和合之美，和合共生。4个月，陈
刚团队创下平均每月1亿元的产值，1
个月安装760台空调、采购100吨材
料，3天内完成所有高压电缆辐射及
配电箱安装，圆满完成5万多平方米
的机电安装任务。

11年不长，却足以让人历练成
长；11 年不短，却丝毫不敢懈怠彷
徨。如今，陈刚的职业发展有了新的
航向，但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参建
项目的照片，“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某
一面墙体里有多少道管线、多少根钢
架、多少颗铆钉。”曾经那些与兄弟们
战天斗地的青春，攻坚克难、精益求精
的精神，激励着陈刚为企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描绘新的蓝图。

陈刚：匠心之作“礼”悦天下中建安装追梦人

本报讯 日前举行的镇江新区
党工委全体（扩大）会传出消息，2019
年，镇江新区产业发展在持续经济低
潮下迈出稳健步伐，全年预计完成工
业应税销售1005亿元，到位产业类
外资占全市1/3。35个市级项目超
额完成投资计划，规上先进制造业投
资增幅、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均居全市
首位，产业类项目建筑面积、合同造
价分别增长49.7%和55.5%。

镇江市委常委、新区党工委书
记秦海涛说，2020年，新区将主动融
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拿出3000
亩土地招募优质投资主体。

会上，镇江新区提出全年新招

引项目投资总额目标400亿元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200家，舍弃
近50亿元商业开发利益，700亩最
有价值地块不搞开发搞研发。

镇江新区2019年运行数据显
示，在财政压力增加的情况下惠企
利民力度不减，全年减税降费超10
亿元，让新区企业获得感满满。持
续加大民生投入，全年压减“三公”
经费等公务支出26.2%，基本民生支
出增长29.3%，保障“7+2”民生实事
顺利推进。集成改革成为全省开发
区样板，网格化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升至92%。
（李明明 龚江婷 曹德伟）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全市居首

镇江新区主攻产业投入再发力

特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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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徐州东动车运用所机械师在检修高铁列车，为春运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余 萍摄关注交汇点，看更多内容

▶上接1版 开展“七大支持”行动，
推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
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说：

“在新时代，南京大学要树立人才培
养的中心地位，以本为本，本研互
动，带动全校，构建南京大学立体化
人才培养新体系，形成师生成长与
创新共同体。”

在“熔炉工程”建设推进会上，
中科院院士陈洪渊指出，“教师要
以自身高尚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
影响同学，让他们树立起科学报国
的勇气与决心。”从事教师职业38
年的教授童星说，“教师的职责是
传道授业解惑，是立德树人、教书
育人，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
已——这是始终适用的。”南京大学
学生工作处处长龚跃说，学校成立
立德树人工作指导委员会，整体规
划、统筹、协调、指导和推进立德树
人工作。探索建立“大学工”“大思

政”管理体制和机制，强化学校部门
育人合力，提升学工队伍育人能力，
激发专业教师育人动力，借用社会
育人外力，尤其是鼓励专业教师在
课堂之外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工
作，充分发挥教师在立德树人工作
中的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
生态、更强的服务支撑。

“熔炉工程，让学生越来越有获
得感。”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徐骏
告诉记者，2019年4月17日，南京
大学召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继续引领从一流本科教学向一
流本科教育，从人才模式创新到人
才培养体系创新的转变。成立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组织举办课
程思政专题研讨，努力打造有特
色、有影响力的课程思政系列。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度宝钢优
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李满春认为，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能与思政有机

地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思
考。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课
相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南大环
境学院2016级本科生孙雪说，我们
学生受益于熔炉工程，非常感谢学
校全方位的育人环境，感谢每一位
老师的谆谆教诲。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
党委书记胡金波说，新时代“强国
梦”呼唤“熔炉工程”、新时期“强教
梦”催生“熔炉工程”。强国必先强
教，高等教育强国必定是人才培养
质量高的国家，高质量发展不仅是
经济工作的主题，也是教育工作的
主题。“熔炉工程”正是质量提高的
助推器和动力源，南大通过熔炉工
程探索创新、激活立德树人的动力
机制，不断提高育人质量、科研质
量、服务社会的质量，为科教兴国
和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实实在在的
贡献。

“数”客流

“数”运力

“数”服务

本报讯 扬州市江都区政府与
新松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日前举行
签约仪式，共建江都新松智能制造
产业园“一平台、两基地”。

近年来，江都聚焦新兴科创名
城建设主线，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
地、发展科创产业为主方向，吸引了
广智微芯、中科蓝海、稻源微电子等
一批优质项目落户发展。新松是中
国机器人产业的领头雁，此次江都
新松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包括“一
平台、两基地”，即智能产业创新服
务平台、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和机器
人应用示范基地（未来社区），为江
都打造高质量先进制造业基地添加
了新动能。 （江 宣 汪 滢）

机器人产业“领头雁”

落户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