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宝应县关工委、县
教育关工委主办， 安宜镇关工
委、安宜镇教育关工委、妇联和
安宜实验学校承办的 “共话新
时代，放飞青春梦”的主题教育
活动启动仪式在宝应县安宜实
验学校举行。

活动号召广大青少年珍惜
美好年华，树立远大志向，做学

习的主人，做生活的强者。同时
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 大学生
村官、 社会志愿者和其他爱心
人士采用共讲、共学、共唱、共
议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畅想
新时代、拥抱新时代、筑梦新时
代， 做有担当的新时代文明好
少年。

宗玉梅 徐士英 刁人昶

相关新闻

邮 澄

“邮澄”有机米
香飘千万里

地址：高邮市三垛农业生态园
电话:15312826861
0514-8484400482931208

3月28日上午， 高邮城南
新区党工委书记史美山率该
区党政代表团赴高新区、卸甲
镇、经济开发区进行为期一天
的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兄弟乡
镇（园区）在创新发展、项目建
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分析查找自身发展的不足，精
心谋划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代表团成员先后参观了

高新区的科技灯具城、规划展览
馆、林禾大厦、智慧城市产业园、
中航百慕新材料、 奥特斯光电、
润寅石墨烯等7个项目， 卸甲镇
的华翔金属、苏中循环经济产业
园、 德运塑业、 金飞达等7个项
目， 经济开发区的带卡轮毂、德
润光伏、华富储能、康博多晶硅、
秦邮特钢、道爵汽车等6个项目。
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一

路赞，对三地在创新发展、项目
建设上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家认为，三地先进的经
验、创新的思维，非常值得学
习和借鉴。此次学习考察既是
一次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的学
习之旅， 也是一次对照先进、
全面审视的醒脑之旅。史美山
要求，要认真贯彻市委勾书记
在新区调研的讲话精神，总结

吸收先进地区的好经验、好做
法，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
菲薄， 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的昂扬斗志，以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以
只争朝夕、 发奋图强的志气，
高起点规划、 大力度推进、大
魄力落实，加快缩小与其他园
区、乡镇的差距，推动新区高
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 朱骏

城南新区党政代表赴兄弟乡镇考察学习
我公司2018-2019年度（两年）物业

业务外包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拟进行
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注册资
本金不少于100万元；

2.投标人须具有物业管理服务经营
范围；

3. 参加本次招标活动近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并须提供
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投标报名方式
请有意参加投标的单位于2018年4

月8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前报名，将投
标报名函（含投标人全称、参加投标项目
名称、联系人及其电话、邮箱）、营业执照

扫 描 件 、 资 质 证 明 资 料 等 发 至
lsj_gygs@163.com邮箱。经初步审查合格
后，我司将向报名单位发放招标文件。
报名地点：江苏省仪征市弘桥路200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514）80860668

18905253096
仪征港仪供水有限公司

2018年4月3日

招标公告

医院简介： 高邮慈新康复
医院坐落于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生态城市高邮。由扬州
康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 占地面积70亩， 建筑面积
4.7万㎡，总投资3亿元，设置床
位400张。 医院医疗开设普内、
神经内科、肾内、心内、普外、骨
科、整形等，系高邮市人民医院
分院，医保定点单位。医院配备
卫生技术人员、护理人员、管理
人员200多人。

医院配备有CT、DR、 自动

洗胃机、胃肠镜、呼吸机、彩超、
血尿分析仪、监护中心、生化分
析仪、万元以上仪器设备100余
台（套）。医院设有医学影像科、
检验科、超声、心电、血透、药剂
科、营养科、手术室、健康体检。

诚邀您的加盟， 请将个人
简历发至我院邮箱。

邮箱：867771931@qq.com
电话：15152776356郭女士
地址： 高邮经济开发区秦

邮路88号
邮编：225600

高邮慈新康复医院

高邮市人民医院分院 诚聘英才
———为您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

人才需求计划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学科名称
内科
内科
内科
内科
内科
外科
外科
外科
外科

妇产科
眼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检验科
放射科
B超室
B超室
药剂科
麻醉科
麻醉科

招聘人数
内科主任1名

康复科主任1人
神经内科2人
心内科2人
肾内科2人

外科主任1人
骨科主任1人
普外科2人
骨科2人
2人
1人
1人
1人
3人
3人

主任1人
1人

5人（药剂专业1人）
主任1人
3人

学历要求
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高级职称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高级职称

本科及以上

年龄要求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薪酬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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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闵政轩 丁春利

董鑫） 记者昨天从市民政部门
获悉，按照“环境优美、居住舒
适、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文明
和谐”的标准，到2021年底 ，全
市将建设116个颐养社区，市区
主城区示范性颐养社区建成率
不低于社区总数的50%。

市老龄办工作人员介绍 ，
我市自1986年步入人口老龄化
社会，近年来以每年1个多百分
点的速度递增，截至2017年底，
全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115.91万人， 占户籍总人口的
25.20%。据预测 ，到2020年 ，全
市老年人口比例将达27%，到
203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0%。

为应对 “银发浪潮 ”，我市
去年在19个社区试点建设颐养
社区，出台《关于开展颐养社区
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深受社
会各界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好
评。今年，我市将再建设21个颐
养示范社区，到2021年底，全市
建设116个颐养社区，市区主城
区示范性颐养社区建成率不低
于社区总数的50%，全市示范性
颐养社区建成率不低于城市社
区总数的30%，从而实现居家养
老服务发展短板基本补齐 ，居
家养老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市老龄办主任江洪斌告诉
记者， 颐养社区建设主要包括
完善颐养服务设施环境、 提升

社区颐养服务水平方面、 推进
社区医养结合、 完善颐养文化
环境以及完善颐养居住环境五

方面。 如完善颐养服务设施环
境， 含新建街道日间照料中心
11个、街道中央厨房10个、标准

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38个、老
年人助餐点137个，中央厨房推
行老年人助餐服务一卡通等。

启事
4月4日上午10:00，2018年扬州市志愿捐献遗体纪念活动在跃

进桥西南角博爱园举行。欢迎遗体捐献者亲属、捐献志愿者和广大
市民参加。 扬州市红十字会 扬州市志愿者协会

让爱延续 博爱园里寄哀思

“扬州好人”高雁带领学生缅怀遗体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董鑫 ） 清明节临
近，为缅怀遗体捐献志愿者 ，小艳子志
愿者协会负责人高雁昨天带着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来到市博爱园，表
达对捐献者的哀思和敬意。

活动现场，志愿者和遗体捐献者家
属在纪念碑前手持白菊花低头默哀，随
后敬献花篮和鲜花，缅怀他们的感人事
迹。“周德怀是全省最年长的遗体捐献
者，丁雁超去世时年仅15岁 ，他们在自
己生命的尽头，把身体交给国家用于医
学研究……”学生围在高雁身边 ，听她
动情讲述这些遗体捐献志愿者的感人
故事。原来，扬州好人高雁是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外辅导员，她将课堂
搬到博爱园现场教学，希望他们传承和
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听了高雁的讲述后，学生黄诗维心
里既沉重又感动 ,“我觉得他们特别伟
大，舍小己为大家 ，为人类医学事业进
步做出了贡献。” 身边的同学也纷纷表
示，要常怀感恩之心 ，弘扬新时代的真
善美，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南疆祭英烈 好人颂英雄

全国道德模范李彬与“扬州好人”刘俊前往广西祭扫烈士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 近日 ，全国
道德模范李彬与 “扬州好人 ”刘俊驱车
自驾， 历经22个小时抵达广西南宁，祭
扫长眠在此的湖南株洲籍烈士易科伟。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李彬，在

老山前线抢救过58位伤员。退伍后的李
彬，一心想着为阵亡战友尽孝道 ，近年
来相继寻找到十六位烈士的家属 。其
中，只有安息在龙州烈士陵园的湖南株
洲籍烈士易科伟，李彬没有陪同他的家
人祭扫过，这也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当易科伟的家人得知李彬要去龙
州烈士陵园祭扫时， 心情十分激动。易
科伟89岁高龄的爸妈、姐姐以及外甥女
一同从湖南株洲赶来。易科伟的外甥女
刘珂辛告诉记者 ，“李彬舅舅常来株洲
看望外公外婆，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刘
珂辛的心里，早已把李彬当作家人。

就在李彬准备返扬时，南宁第二中
学再三邀请他给学生们做一场主题讲
座。“英烈不能忘记，英雄的精神更需要
传承，这就是我要向孩子们传达的价值
观。”

打击假酒 动动手指就能做到
公道一超市销售假酒被罚，我市相关部门提醒———

销售假酒，一分钱还没赚着，就被人
举报罚了1.2万元。近日，邗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公道分局查处了一起销售假酒案，
当地一家超市在售的 “洋河蓝色经典系
列”白酒经专家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目前执法人员已经将假酒全
部没收销毁， 并开出了1.2万元的 “处罚
单”。

近日，公道镇一居民在当地一家超市
花了300元购买了一瓶“天之蓝”白酒，由
于平时经常饮用这款白酒，该居民回家发
现这瓶白酒似乎有假，于是第一时间向职
能部门进行举报。

接到市民举报后，邗江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道分局执法人员对这家超市进行了
检查。“由于从外表难以辨别真假， 我们
联系了这款白酒的厂家， 对方派了专业
人员上门进行鉴别 。”经鉴定 ，认定这些
商品为侵犯该公司“海之蓝”、“天之蓝”、
“梦之蓝”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并出
具了产品鉴定报告。证据确凿之后，执法
人员对公道镇这家超市负责人作出处罚，
首先是将所有侵权商品全部没收销毁，其

次是对当事人予以 1.2万元的罚
款。

记者注意到， 假酒每年都
是我市重点打击的对象，市
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辨
别和防范呢？

邗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保化科科长王军介
绍， 如今假酒的制假流
程一般都是回收原包
装， 进行二次灌装后再
包装， 之后重新流入市
场。“其实包装盒和瓶子
都是真的， 只是里面的酒
是假的 。”据了解 ，由于高
档白酒的包装盒封口损坏后
没法还原，因此很多饭店服务员
在帮消费者开酒时， 会使用刀撬包装
盒，而不是破坏拉环，为的就是保证包
装盒能够被回收。

“一般好一点的白酒包装盒能卖到
10-20元。”王军说，市民在购买高档白酒
时要注意包装盒与瓶子的生产日期，如果

不统一，那么这类白酒肯定有假。王军建
议，消费者在喝完白酒后，最好将包装盒
毁坏，避免不法分子钻空子。

通讯员 邗市管 记者 赵天

清明时节将迎雨纷纷
大风降温来袭 后天最高气温仅13℃

本报讯 （记者 丁云）昨
天阵雨过后，主城区最高气温
达27.4℃。不过据市气象台预
报，受冷空气影响，明起出现
大风降温天气，并伴有降雨。6
日起雨水渐止，天气转好。

据昨天下午4时市气象台
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
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
级， 最低气温16℃到17℃，最

高气温24℃到25℃。明天多云
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最低
气温11℃到12℃， 最高气温
16℃到17℃。 后天阴转阵雨，
最低气温9℃到10℃， 最高气
温12℃到13℃。从目前最新的
气象资料看，6日阵雨转多云，
气温10℃到18℃；7日晴到多
云， 气温7℃到13℃；8日晴到
多云，气温7℃到19℃。

观光巴士本月恢复运行
方便外来游客，助推旅游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记者昨从扬州公交集团了解
到，根据市委、市政府3号文件
中“4、5、9、10月四个月继续在
瘦西湖 、大明寺 、个园 、东关
街、何园等主要景区之间开通
免费直达公交” 的要求，4月1
日起，该公司恢复观光巴士线
路运行。

观光巴士线路走向：由观
音山（瘦西湖北门）始发，途经
平山堂东路、长春路、瘦西湖
路 、盐阜路 、泰州路 、南通东
路、徐凝门街至何园。停靠站

点：观音山（瘦西湖北门）、瘦
西湖东门（宋夹城体育休闲公
园西门）、五亭桥、宋夹城体育
休闲公园南门、 友谊广场、迎
宾馆、瘦西湖（虹桥坊）、史公
祠（妇幼保健院）、个园、工艺
美术馆（莱茵苑小区）、东关古
渡、 吴道台府 （第一人民医
院）、跃进桥、长城饭店、康山
文化园（何园）、何园。

据了解，2018年4、5、9、10
月四个月， 观光巴士实行免费
乘坐，6、7、8、11月四个月票价5
元，当日凭票可往返多次乘坐。

来科技馆过个别样假期
小长假期间，扬州科技馆准备了丰富的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聂超） 记
者昨从扬州科技馆了解到 ，
在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
里， 科技馆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科技活动，带你畅享“科技
假期”。

夜晚时， 很多人都见过
依次点亮的建筑美化灯 ，五
颜六色的灯泡不断流动点
亮，美不胜收。可是其中的原

理你知道吗？ 你想亲手制作
一个这样的美化灯吗？ 小长
假期间， 扬州科技馆将教孩
子们亲手编写程序， 通过电
子控制板以及发光二极管让
流水灯一次点亮。

小长假期间， 还有科技
馆实验秀、 磁电大舞台表演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你来参
加。

我市今年再建
21个颐养社区
到2021年底，全市将建成116个颐养社区

本报讯 （丁娅 董鑫） 记
者昨天从市老龄办获悉，《第十
四届 “幸福扬州·扬州市民
日———第十届百寿宴” 活动方
案》已正式出炉。今年，我市拟
在5月初举行第十届“百寿宴”，
届时将有100位耄耋老人受邀
参加相关活动。

据了解， 出席此次百寿宴
活动的100位老人，分别来自市

区各行各业， 包括老干部局老
干部代表、机关工委、市民政局
军队离退休干部和社会老人代
表、妇联妇女代表、军分区驻扬
部队团以上单位老军人代表、
扬大、 职大老教授代表、723所
老专家代表、 江苏油田老工人
代表， 以及来自广陵区、 邗江
区、开发区、江都区、瘦西湖风
景区、 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等

老人代表。
为展示扬州老人风貌 ，根

据 “幸福扬州·扬州市民日”组
委会要求，市民政局为参加“百
寿宴” 的每一位老人统一制作
唐装。 活动当天上午，100位老
人将在亲属的陪护下集中乘坐
大巴，观看城市新貌，到达明月
湖公园后下车参观， 最后返回
明月湖酒店参加“百寿宴”。

第十届百寿宴活动方案出炉

全市村（居）委会
将有“身份证”

预计4月底完成证书发放工作

本报讯 （周菲 林波 董鑫） 记者昨天
从市民政局获悉 ， 根据国家民政部和省民
政厅的要求，我市正在为全市1388个村（居）
委会制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预计4月底全面完成
证书发放工作。目前，广陵区汶河街道树人
苑社区已经拿到了全市第一张《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已于今
年2月份全面完成了村（居）委会基本信息采
集工作， 各地民政部门也已陆续开始制作村
（居）委会特别法人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预计
本月底全面完成证书发放工作。

据了解，有了社会信用代码，村（居）委会
就相当于有了“身份证”，对外沟通与开展工
作将更为便利。比如可直接以村（居）委会名
义申请微信公众号、开设银行账户，有集体资
产的村（居）还可以凭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到税
务部门开具发票。村（居）委会获得特别法人
资格， 将进一步提高我市城乡社区治理法治
化水平，有助于推进城乡社区规范化建设，不
断增强为民服务能力， 持续释放基层自治活
力。

小长假服务

天气

出行

活动

昨天是第十一个“世界自闭症日”，安利志愿者团队来到雏鹰
儿童发展中心，对孩子们进行康复活动培训。据悉，我市市级孤独
症儿童康复机构雏鹰儿童发展中心去年建成， 安利公司捐建康教
培研一体化的“安利康复教室”，并将其作为志愿服务基地，提供常
态化、专业化的康复辅导。 古月 摄

基层快讯

细节做起抓作风

专题会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 切实提升广大党员的党性
修养 ， 杨庙镇双庙村召开了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
交流汇报会。 大家结合工作实
际，找差距、提不足，党员同志
们积极建言献策， 为双庙村党

风廉政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随后，与会人员签订了
党风廉政责任书。

此次活动引导和督促广大
党员同志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有力地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

吴帆

共话新时代 放飞青春梦

邗江区法院狠抓会风会
纪，从细节做起，从小事改起，
切实做到“未病”先防、“小病”
早治，将纪律规定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促进作风建设。今年以

来已开展会风会纪督查3次，给
予提醒谈话10余人次， 以严格
处理代替苦口婆心劝导， 以严
厉震慑警示干警重视作风建
设。 周红

资料图片

活动现场。
� 李彬 （左二 ）、刘
俊（左三）祭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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