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车

A02

2019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四 责编 舒展 美编 王青子

军运会纪念邮票昨在汉首发
向世界展示军运特色项目、赛事场馆以及武汉元素

武汉晨报讯（记者胡蝶 通讯员贺辰
昀）昨日，军运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
《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纪念邮票全国首发
式在武汉洪山礼堂举行，通过国家名片记
载军运会筹办的重要历史时刻，留下永久
的文化纪念，进一步扩大军运会的社会影
响力和文化推动力。
“邮”与“军”，自古以来有缘、有情、有
故事。历史上，无论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
我国最早的通信制度——秦朝颁布的《行
书律》，发掘出世界已知最早的家信——
木牍家书，还是鄂西苏维埃赤色邮政开创
我国最早的“邮发合一”模式，都是邮政与
军队情感的深刻印记，彰显着浓浓的家国
情怀。
今年 6 月 16 日，在武汉举办的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相约军运日”主题活
动上，
《军运会会徽和吉祥物》个性化邮票

首发，让世界邮展和军运会一文一武珠联
璧合，吸引全球关注。昨日，中国邮政再
次与军运相约，发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纪念邮票 1 套 4 枚，向世界展示军运
会特色运动项目、赛事场馆以及长江大
桥、黄鹤楼等武汉元素，进一步展示军人
风采、
彰显武汉魅力，
通过体育竞技的精美
画面表达了共享友谊、
同筑和平的心声。
首发仪式上，奥运冠军李小双、李大
双寄语：
“ 祝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取得
圆满成功！”
“ 祝军运健儿勇攀高峰、勇夺
佳绩！”
现场邮局提供军运会纪念邮票、中国
2019 世界邮展纪念邮票与军运会纪念邮
票联名册出售，并提供军运会倒计时 100
天纪念戳、军运会各场馆纪念戳、纪念邮
票首发纪念戳加盖服务，以及奥运冠军现
场签名，
吸引邮迷围观、抢购。

军运会纪念邮票首发式在武汉举行,吸引了邮迷围观、抢购

武汉新增多个热门旅游方向动车
途经武汉的
“复兴号”
增至 90 余趟
武汉晨报讯（记者王谦 通讯员孟
立 周凯 陈端）昨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
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武铁
运行图同步调整：武铁日常开行列车增
至 497 对，途经武汉地区的“复兴号”列
车再次扩容，增至 90 余趟。
调图后，武铁管各站日常开行客车
从 487 对增至 497 对，其中各站始发开行
客车 260 对。如增开武汉至宜昌东动车
2 对，将汉口—宜昌东 1 对动车由客流高
峰期开行改为日常开行。
武汉火车站新增成都东、上海虹桥、
香港西九龙、黄山北、青岛北、厦门北、昆
明南等热门旅游方向始发、通过及终到
高铁动车共 19 列。调图后，从武汉火车
站出发可直达全国 25 个直辖市、省会城

市、自治区首府、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
100 多个地级市。
随着天津西—香港西九龙 G305/6
次的开行，武汉至香港的高铁增加到 2
对，
旅客从武汉到香港有了更多选择。
新增至宜昌、恩施、襄阳的中短途动
车 4 对。针对武汉地铁 7 号线开通后，武
铁将武昌—纸坊东 2 对城际动车延长至
咸宁南，咸宁南始发列车由 8 列改为 10
列，早班车由 8:10 调整为 7:50 终到武昌，
方便旅客早上赶车上班。十堰—汉口1对
客流高峰期开行的动车延长至孝感东，
汉
孝城际客流高峰期增开 2 对动车。
调图后，武铁管内将增开 16 对长途
动车，其中包括增开武汉—成都东，宜昌
东—重庆北，汉口—重庆北，成都东—汉

口，重庆北—宜昌东，宜昌东—成都东共
6 对动车。此外，还将优化调整 37 对长
途列车运行区段，其中 4 对动车延长开
行至川渝方向，进一步补充了至成渝方
向运能。
武铁配属始发开行的“复兴号”动车
达到 9 对即 18 趟列车。热衷乘坐“复兴
号”动车的旅客可以选择相应的车次出
行。武铁将深圳北—武汉 G1018 次车次
改为 G78 次，与 G77 次改为由两组“复兴
号”动车重联往返开行，全程运行 4 小时
16 分，旅客出行更舒适。
调图后，铁路货运能力也在同步提
升。武铁开行跨局特快班列、快速班列、
普快班列等货物班列（不含大宗直达货
物列车）按照 3 个类别共开行 75 列。

汉台有望共建两岸技术研发中心
助力武汉打造
“下一代汽车”
产业高地
武汉晨报讯（记者邓志鹏 通讯员刘
宇 冷锐）
“台湾在电子产品开发上有优
势，但市场规模小、车厂配合度也不足，
而武汉作为全国六大车都之一，有着雄
厚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我们提出在
汉共建两岸技术开发研究中心的设想，
让台湾的厂商能够在这里扎根。”在昨日
举行的 2019 年湖北·武汉台湾周第二届
海峡两岸长江工商论坛汽车电子产品与
技术对接会上，台湾电电公会副理事长、
仁宝集团董事许介立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
公会拥有 3600 余家会员单位，涵盖电脑
资讯、通讯、半导体、光电、电子成品与零
组件、家电、车用电子、电池电脑应用软
件等领域，该公会产业产值占台湾工业
总产值的 50%以上，在台湾是最专业、最
高科技、最重要的产业公会。
十年来许介立多次到访武汉，日新
月异的城市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
其看好武汉未来的发展潜力。
“武汉高校
众多，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希望能以此

次汽车产业合作为开端，未来在新兴产
业、
IC 设计方面也能加强合作，尤其是加
强汉台两地人才之间的交流。
”
许介立说。
“台湾获取先进技术信息快、渠道
多，在电子产品研发上也有一定优势，与
武汉汽车零部件企业对接合作，将为武
汉加快发展下一代汽车产业提供助力。”
武汉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张崇峻介绍，自
台湾电电公会提出共建两岸技术开发研
究中心的构想之后，双方很快达成合作
意向，
目前正在加紧协商、共同推进。

第 35 届
“楚才”
开始定评

9 月上旬公布评审结果
武汉晨报讯（记者向洁 通讯员戴
亮）7 月 9 日起，
“武当山·康辉旅游”第 35
届楚才作文竞赛暨“楚才小记者”招募评
审工作进入定评阶段。
据悉，本届“楚才”初评、复评工作于
7 月 2 日开始，7 月 5 日结束，来自教育、
新闻、出版、文学创作等界别的近 200 位
专家评委经过集中评卷，筛选出 25%的
入围作品。
定评阶段是“楚才”评审最重要、难
度最大的环节。资深评委将对初、复评
阶段产生的入围作品严格把关，半数入
围作品将被忍痛割爱，最终产生各级获

奖作品（约占总数 12%）进入终评阶段。
在终评阶段，核心专家组将经过反
复比选，确定最终的获奖等级，同时推荐
部分一等奖作品候选特等奖，此后还有
网络检索程序（甄别是否有抄袭行为），
整体评审工作预计于 8 月上旬结束。随
后，组委会将对获奖作品进行归类、扫
描、整理个人信息、社会公示等。新学期
开学后，还有入校走访程序，要求作者及
其语文老师签署原创作品诚信承诺书。
9 月上旬，
将正式向社会公布评审结果。
评审结果公布后，楚才竞赛委员会
将组织优秀学生参与“楚才小记者”，与

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等城市重大活动对接，利用长报集团
和楚才的全媒体资源，为学生提供社会
实践+写作训练的优质平台。
另悉，由楚才竞赛委员会研发，资深
媒体人、一线语文名师、著名作家、资深
编辑共同策划、编撰的《楚才新思维写作
教程》
（含小学版和教师、
家长版）已正式
出版。开学后，
“ 楚才”将走进广大中小
学校，
全面推广
“楚才写作课”
。

记者金振强 摄

今晚我市局部有阵雨
明天又有雨高温降至 27℃

武汉晨报讯（见习记者范佳昕 通讯
员刘义兵 李梦蓉）武汉还未“出梅”，降雨
时有发生，气温也起起伏伏。气象部门预
计，
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天气持续，
不过从夜
间开始，
局部有阵雨发生，
明天又有一次降
水过程发生。受雨水影响，12 日最高气温
降至27℃，
天气较为凉爽；
13日转为多云。
湖北省内，预计今天白天会继续维持
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不时出没，而
从今晚开始，全省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
其中鄂西北、鄂西南以及江汉平原南部率
先转小到中雨；到了 12 日，雨水足迹将遍
布全省，鄂东北南部以及鄂东南雨势相对
较大。在雨水的打压下，省内也将迎来气
温不超过 28℃的凉爽天气。

湖北艺术本科（一）校考
自发证院校投档线公布

武汉晨报讯（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巩
平）记者昨日获悉，湖北省招办正进行艺
术本科（一）校考自发证梯度志愿第一志
愿投档。湖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本科（一）校考自发证院校第一志愿投
档控制线公布，具体详情请登录湖北招生
信息网查询。
据悉，艺术本科（一）校考自发证梯级
志愿投档规则如下：一、对经教育部批准
自行划定文化控制分数线的院校（专业），
按学校划定的各类文化分数线中的最低
线设置投档控制分数线；二、武汉音乐学
院、湖北美术学院自行划定各类文化控制
分数线；三、其他自行发放专业合格证的
高校，执行我省统一划定的艺术本科各专
业类别最低文化控制分数线。
投档时，省招办将上述高校校考合格
的第一志愿线上考生，一次性分类投给高
校，由高校按对外公布的录取规则进行录
取。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依次投第二、
第三志愿。
按照录取工作进程，
7 月 7 日-8 日，
省
招办进行了本科提前批中单设志愿的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等提前录取院校和招收军队
飞行员、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类本科特别优
秀志愿等投档。填报了以上志愿的考生，
可登录湖北招生信息网、网上填报志愿系
统或到县市区招办查询投档录取信息。
目前，省招办正在进行艺术本科（一）
统考平行志愿、本科提前批文理类、
本科提
前批体育类平行志愿投档前的准备工作，
考
生 7 月 13 日可查询投档状态。更多内容详
见湖北招生信息网（http://zsxx.e21.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