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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渣土运输企业
2018年三季度等级化考核排名

镇江市市区建设工程运输车辆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年10月31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镇江市港龙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鼎盛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飞宇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华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润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百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镇江市永刚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
镇江俊锦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杨洋运输有限公司

镇江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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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合康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
镇江延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涛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金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汇中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正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小时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

镇江方流运输有限公司
镇江市万氏兴业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华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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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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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每到秋冬，
总有一种诱惑让人无法抵抗，
那就是泡温泉。镇江新区“秋
之韵”旅游季于 9 月开启，“宜
园、圌山天沐温泉泡汤养生一
日游”活动作为“秋之韵”惠民
系列活动之一，于 10月 20日起
开通圌山天沐温泉直通车。昨
天，记者从主办方获悉，10天时
间之内，已有超过500名游客参
加了直通车活动。

“以前泡温泉都到外地去，
现在咱们镇江本地也有这么好
的温泉，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家住桃花山庄的彭阿姨说，年
纪大了，有时会觉得不太舒服，
泡个温泉很解乏，以前要跑到
外地去，现在家门口就有，相对
来说实惠多了。

圌山天沐温泉度假区是集
温泉养生、森林健身、时尚品
位、特色餐饮、休闲度假为一体
的国内一流的高端温泉度假目

的地，位于风景秀丽的圌山风
景区东麓，按五星级标准建
造。“新中式风格”营造出典雅
素朴又禅意浓浓的休闲环境，
沿河流布置的温泉区与竹影小
山相得益彰。更为难得的是，
这里的温泉水质优良，富含锶、
氟、偏硅酸等对人体有益的矿
物质元素，其中偏硅酸含量为
34㎎/L，达到国家医疗热矿水
浓度标准。

此次活动的另一站是位于
新区丁卯的宜园。顾名思义，
这是一座集宜文化传播与精致
休闲于一体的古典园林。镇江
古称为“宜”，新区大港烟墩山
出土的国家级文物——宜侯夨
簋成为镇江 3000 年历史的重
要见证。雕梁画栋、粉墙黛瓦
的宜园内步步是景，处处皆

“宜”，是一个感受体会宜文化
的绝佳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惠民

活 动 还 提 供 东 乡 特 色 中 餐
——长鱼汤面、蟹黄包。很多
人都知道，大路特色长鱼汤面
味道鲜美，是颇有名气的地方
美食，相较于普通团餐，这样
的安排可见主办方的用心。

此次活动由镇江新区文
化旅游局主办，江苏圌山旅游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新区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具 体 落 实 实
施 。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11 月 22
日。首发一个月内优惠价格
119 元/人，含价值 229 元的温
泉门票、15 元宜园涵珍园门
票，镇江市区往返大巴接送，
旅行社责任险。全市各大旅
行社均可报名。

三生三世花满园，明清风
韵在宜园。宜园秋色正好，圌
山天沐温泉也已为您备下最温
暖的问候，到新区，共享“秋之
韵”吧！

（朱秋霞 方磊）

京江晚报讯 最近的“太阳
君”真是个大“暖男”。中午外出
的小伙伴们被晒得暖洋洋不说，
可能还得出点小汗。这种“早晨
穿袄午穿短袖”的天气还会持续。

最近一段时间的早中晚温
差很大，基本在 10℃以上。穿多
了，中午热；穿少了，早晚冷。这

样的天气还真是让人为难。更
让人烦恼的是，这样纠结的天气
还将持续。所以大家调整好心
态，应对干燥的天气就多多补
水，应对温差大就采取里薄外厚
的穿衣方法，注意及时增减衣
物，谨防感冒。

市气象台预计，11 月 3 日前
我市将以晴好天气为主，11 月 4
日到 8 日以阴雨天气为主。此
外，11 月 4 日之前我市的最低气
温 在 9℃ 到 11℃ ，最 高 气 温 在
19℃到21℃，4日至8日受阴雨天
气影响，日温差减小，最高气温降
至 17℃到 19℃，最低气温升至
13℃到15℃。 （王小月）

京江晚报讯 菊花是我国传
统名花，与兰花、水仙、菖蒲并称

“花草四雅”，又跻身“梅兰竹菊四
君子”。秋风送爽，金菊争艳。昨
天，2018“甘露流芳”菊花精品展
拉开帷幕，百余种近千株婀娜多
姿的菊花在北固山上绚丽绽放。

昨天上午，记者在北固山景
区杨公祠内看到，各色菊花喷芳
吐艳、摇曳多姿，或飘然欲仙，或
孔雀开屏，或白玉托圆月……以
其非凡神韵彰显着“花中君子”的
独特魅力。

据了解，本次北固山菊展设
室内和室外两个展区，室内布展
精品菊百余盆，二乔、绿安娜、玉
龙闹海等菊中珍品悉数登场，黄
石公、秋洁晚红、关东大侠等十余
种名品更是首次亮相。室外则以
大型盆景菊为主，辅以多头菊、满
天星组成色彩艳丽的花海景观。

展出时间从 10 月 30 日持续
至 11月 30日。北固山景区内杨
公祠、彭公祠、北固楼、甘露流芳等
处都可赏菊。

（朱秋霞 王智慧）

京江晚报讯 近日，肯德
基携手国际知名设计师安娜苏
共同打造的2018秋冬活力“星”
动制服登陆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无锡等 17个城市的时尚
地标餐厅，解锁肯德基最新时
尚体验。

真正的美食家，除了注重
美食的味觉体验，也会强调它
带给人们的视觉享受。今年，
肯德基和国际知名设计师品牌
安娜苏携手，为肯德基员工设
计全新制服：时髦的高级灰，玩
趣的活力橙，年轻的时尚粉，配
合流畅简洁的设计线条，这款
活力“星”动制服新潮又实用，
这份独特的心思，让身着全新
活力“星”动制服的肯德基餐厅
员工显得青春时尚。作为“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
者”的新生代当红人气偶像王
源更是亲身示范了这款肯德基
活力“星”动制服概念款，解锁
大牌感工作服的打开方式。肯

德基活力“星”动制服是时尚、
是个性、是自信，更是态度。无
锡目前有三家店已经全新换
装。到明年4月，无锡、泰州、镇
江三市的肯德基餐厅员工将会
全部换上新制服，带给消费者
更多的惊喜。

从 2016 年开始，肯德基与
人工智能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KFC Original+概念店的机器
人惊艳亮相，从肯德基KI上校，
到最新的肯德基无人甜品店，
肯德基不断用科技升级打造

“人工智能新餐饮模式”。此
外，在刷脸解锁手机屏幕成为
智能手机新风尚的时代，广大
消费者可能还未有过在餐厅刷
脸支付的智能科技体验。而追
求“科技升级”不止步的肯德基
早已同阿里巴巴进行合作，大
胆玩转数字化变革新体验，成
为全球首个应用刷脸支付的商
户，用行动积极打造“人工智能
新餐饮模式”。全新升级的点

餐方式已经覆盖了全国 200 多
家肯德基餐厅，而无锡万象城
餐厅就是其中一家。轻点确认
所点餐点，脸部面对镜头，轻松
一刷便能买单，带走美味佳
肴。“靠脸吃饭”不再只是一句
玩笑，而是肯德基“人工智能新
餐饮模式”下的便捷体验。

稍作比较不难发现，从最
初简洁明快、开放式的肯德基
餐厅，到温馨有爱、提升私密空
间感的“DiningRoom”模式，再
到如今主题感强烈、年轻元素
凸显的餐厅设计，肯德基始终
在尝试升级餐厅环境，让所有
人在进入肯德基餐厅的第一秒
就获得更好的感受。肯德基餐
厅秉承创新独特的设计理念，
年轻感十足，这些 NewGenera⁃
tion喜爱的元素，融入餐厅环境
设计以及互动设备，令餐厅成
为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用餐也
成为一种自我风格的表述。

（杨泠）

京江晚报讯 为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和裁决尺度，准确运用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证据规则，提高
案件处理质效和办案水平，近日，
我市举办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员、调解员业务培训班。

全市各级仲裁机构的仲裁
员、调解员，乡镇（街道）劳动争议
调解员，法律援助律师 120 人参
加培训。培训班上，市仲裁院院
长张江滨就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庭
审及裁决书制作要领作专题讲

座，并对 10篇近期的裁决文书详
尽点评，指出这些裁决文书亮点
和不足之处。

此次培训班还特别邀请了省
高级人民法院王芬法官，就证据
规则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中的运
用作了专题讲座，结合具体案例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中如何通过证据运用查清案
件的基本事实。省人社厅调解仲
裁处还对近期的新法新规作了详
尽解读。 (姚成 沈春来）

相聚新区赏美景、泡温泉

“秋之韵”温泉养生之旅报名火爆

肯德基2018秋冬跨界新时尚

以匠心定义“人工智能新餐饮模式”

正值深秋时
节，古城大地渐
渐呈现出五彩斑
斓的色彩，位于句
容弘景路附近数
百米的枫叶大道
一片火红，在阳光
的照射下色彩格
外浓烈。受气温
变换影响，绿植
逐渐变红，远远
看去五彩缤纷、
煞是好看。给深
秋增添了一份诗
情画意。

辛一 杨志国
摄影报道

“午后暖阳”仍将持续
早中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

北固山“甘露流芳”菊花精品展开幕

我市举办劳动人事争议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