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市民朋友、企业业主：
邗江区政务服务中心将于2018

年5月28日正式搬迁至邗江区百祥
路35号（人防大楼）一至三楼，对外
服务时间为：上午8：30-11：45，下午
1：45-5：00。 届时原址将停止办公，
请相互转告。由此造成不便，敬请谅
解 ！ 咨 询 电 话 ：87896770
87896773。

特此公告！
邗江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18年5月24日

搬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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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祝一鸣） 近日， 邗江区残联联合区民政
局，组织党员干部分批次前往井冈山，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风廉政专题教育活动。

大家紧紧围绕主题，开展访谈教学、现场教学、体验
式教学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安排紧凑。通过短短的几
天学习时间，追寻了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思想上受到
一次次的洗礼， 对井冈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
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应对挑战，以实际行动做好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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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校、专业志愿分普
教与职教两大系列。五年制高
职、普通中专 、职业院校和技

工院校属职教系列。填报中职
与普通本科 “3+4”项目的 ，与
四星级普通高中一起填报志

愿； 填报其他职教系列的，考
生可分两条线填报志愿，即填
报师范 、五年制高职 、普通中

专 、职业院校 (含 “3+3”和 “对
口单招班”)4个专业， 或填报
师范、五年制高职、普通中专、
技工院校4个专业， 职业院校
志愿与技工院校志愿互不兼
报。

扬州193名考生享政策加分
2018年我省高考享受照顾加分考生名单公布

本报讯 （实习生 杨铭 记
者 楚楚） 日前，我省2018年普
通高考享受照顾加分考生名单
和享受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考
生名单公示结束。 在享受照顾
加分的名单中， 扬州地区共有

193名考生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取的名单中，扬州地区共有8
名考生。

省教育考试院公示名单
中，扬州共有193名考生享受照
顾加分， 绝大多数享受加分政

策的类型为少数民族。 从2016
年起， 省教育厅将少数民族考
生照顾政策调整为 “少数民族
考生报考省属高校 加 3分 投
档”。“这些学生只有报考江苏
的省属高校时，这3分的加分政

策才会生效。”市教育考试院高
招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 “江苏省2018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意见”， 归侨、归
侨子女、 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
考生，录取时可加10分投档，记

者发现在扬州地区共有3名这
种类型考生。需要注意的是，高
校录取时将在考生统考成绩总
分的基础上加分投档， 同一考
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投档条件
时， 只可享受其中最高分值一
项，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根据我省2018年普通高考
享受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考生
公示名单 ,扬州有8名学生名列
其中 ,有1名学生为受到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
彰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

“3+4”与四星高中
同批次填志愿
■五年制高职分数达到中考总分60%
■中职1-3年级全日制正式学籍免学费

我市职业学校招生政策发布，职校与技校志愿互不兼报

关
注
中
高
考

我市初三应
届毕业生中考志
愿填报工作将于5
月29日至5月31
日展开。昨天，扬
州市教育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详细
解读了职校招生
及志愿填报政策。

“3＋4”由部分国示范职
校与省内部分本科院校开展

分段培养，中职与本科“3＋4”
分段培养转段学生在参加全

省对口单招统一文化课考

试， 考试成绩达到一定的分
数要求后， 才方可转入后续
阶段的学习。

“3＋3”由省重点以上中
职校 (三星以上 )与省内部分
专科院校开展分段培养。

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

业生， 毕业可以取得国民教
育系列大专毕业证书直接就

业，也可以继续参加专转本、
专接本考试等进入本科院校

进一步深造，取得本科文凭。
对口单招班的学生入学

后，由学校单独编班，主要准
备参加面向职业学校的对口

单独招生考试。

今年中职与本科 “3+4”
分段培养 ， 市区职校中仅有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淮
阴师范学院招生的电子与信
息专业 ， 计划35名 ， 面向全

市招生 。
经过省教育厅批准的，市

区招收中职与高职 “3+3”分
段培养计划的只有扬州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 、 扬州旅游商

贸学校 ，计划数 280名 。其中
扬州高职校与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招生80名 （电子应
用技术 、会计电算化 ），与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收80

名（建筑工程施工 、机电技术
应用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与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招收40名
（旅游服务与管理 ）， 与无锡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招收40名
（电子商务 ）， 与江阴职业技
术学院招收40名 （计算机平
面设计），均面向全市招生。

市区招收五年制高职的
学校有：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江苏
旅游职业学院 (原扬州商务高
职校)、扬州技师学院，原则要

求达到中考总分的 60% ，即
468分。

除了以上的培养模式，考
生还可以选择职教对口单招
班。市区学校中，单独举办对口

单招班的有扬州旅游商贸学
校、扬州弘扬中等专业学校等。
近年来， 全市每年有2000名左
右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通过对
口单招升入省内本专科院校深

造 (其中全市录取本科近200
名)，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同
等性质，享同等待遇。

另外， 获得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大赛一
（二）等奖的中职毕业生，可根据
志愿免试直接录取省属本 （专
科）高等院校相应专业学习。

从近几年我市职校毕业
生就业情况来看，几乎每年都
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全市职
业 学 校 订 单 培 养 专 业 超 过
60%，就业率达98%以上。随着
校企合作的不断加深，我市职

校校企合作育人无缝对接，如
扬州高职校与扬杰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约，成立扬州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扬杰分校，
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一
毕业就顶岗。

在助学政策方面，公办中
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
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免收
学费 ， 国家实行中等职业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 、 二年
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

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
受 每 生 每 年 2000元 的 助 学
金 。 五年制高职后两年学生
按规定缴纳学费并享受国家
高等学校奖学金和国家励志
奖学金。

职业学校的对口单独招
生考试。

实习生 杨铭 记者 楚楚

中职1-3年级全日制正式学籍免学费

志
愿
填
报

分清职教招生类型

去年10月，宝应一女子在“快手”直播
平台上直播养猴视频，粉丝们纷纷留言转
发， 这一视频很快引起宝应警方高度警
觉。

围绕视频来源 ，宝应警方展开调查 ，
发现该视频的发布者是一名 27岁的女
子阿潘 ，其所养猴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猕猴 ， 警方迅速将阿潘抓
获 。

阿潘交代， 她在一家服装店打工，工
作之余喜欢看 “快手 ”视频 。去年6月 ，阿
潘看到有个昵称为“小豆豆 ”的女网友直
播养猴 ， 于是也有了买一只猕猴当宠物
养的愿望 ， 并在视频下方留言表达了想
法。

随后，阿潘与“小豆豆”加了微信，聊天
过程中， 阿潘再次请教从哪儿买猕猴时，
“小豆豆”表示，可以帮阿潘买到 ，并开价
1.1万元。7月16日，阿潘向“小豆豆”支付1.1
万元后便接到消息，称猴子已“搭乘”石家
庄到徐州的大巴车。当天下午，阿潘来到徐
州长途汽车站， 把猴子接到宝应饲养。此
后，阿潘经常在网上发布饲养猴子的视频、
图片。

职业学校与技工院校志愿互不兼报

宝应警方破获全省最大非法买卖猕猴案———

女子“直播养猴”牵出买卖野生动物案
35名卖家、买家及中间商被抓获，解救猕猴16只

相关
新闻

昨天下午，宝应警方
对外发布信息称：全省最
大非法买卖国家保护野
生动物案正式告破，警方
成功打断从饲养、销售，
到购买、直播的非法买卖
猕猴违法犯罪产业链，累
计抓获中间商、卖家、买
家35人，解救涉案猕猴
16只。

警方调查，这批涉案销售的猕猴源头
来自于河南南阳。鲍某是南阳某村的一名
村干部，其妻子经营一家猕猴养殖场，该养
殖场有相关驯养繁殖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饲养的猕猴主要销售给景区或动物园。

由于猕猴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根据有关规定，交易过程中必须要
求买方提供饲养猕猴资质， 并报请林业
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交易。

平时，鲍某也会帮妻子销售猕猴。经
营期间， 该养殖场一直遵照上述流程进
行猕猴交易，直至鲍某认识李某。经查，
去年6月至案发，鲍某在未经相关主管部
门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向马某、李某贩卖
猕猴共计16只。

案发后， 公安机关将解救的16只猕
猴送至扬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鲍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擅自贩卖猕猴，
其行为已涉嫌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罪，依法对其批准逮捕；马某、李某
被另案处理； 阿潘等32名涉案买家均被
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鲍公轩 梅友宽 张玉峰

阿潘违反规定饲养猕猴被警方抓获
后，种种迹象让办案民警觉得，阿潘背后很
可能是一个买卖猕猴的大案。于是，宝应警
方成立专案组，围绕“小豆豆”展开调查。

警方很快查明“小豆豆”的真实身份叫马
某，今年26岁，暂住河北石家庄某小区。马某
的同居男友李某也参与非法买卖猕猴。 宝应
警方立即赶赴石家庄，成功将两人一并抓获。

审讯得知，马某和其男友李某属于“中
间商”，两人案发前一起在石家庄生活，马某
经营的美容店是两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去年
6月，他们发现，有网友在“快手”上直播养
猴，也想买一只，后经人介绍，李某认识了鲍
某，从鲍某处买到了猕猴，并通过多个网络
直播平台直播养猴。直播期间，不少网友询
问如何购买。此后，他们就当起中间商从中
赚取差价， 直至案发他们已通过网络将16
只猕猴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2月初，宝应警方将远在河南南阳
的鲍某抓获。与此同时，警方循线追踪，先
后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抓获
涉案买家共计24人。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安鉴定， 警方解救的猴子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猕猴。

案发
女子“直播养猴”引起警方关注

追踪
挖出多名买卖猕猴犯罪嫌疑人

说法
猕猴属正规养殖但销售违法

智障儿童畅游花世界

“牵着蜗牛去散步”扬州爱心公益活动昨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昨天
上午，市残联协、市智协在马可波
罗花世界举行了第三届“牵着蜗牛
去散步”扬州爱心公益活动。来自
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奉献爱心，纷纷
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牵手百名智
障儿童走进马可波罗花世界，开心
畅游，谱写了人间大爱。

据了解，该项爱心公益活动由

中智协发起，灵感来自于台湾作家
张文亮题为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的散文诗 ，在那首诗里 ，他把 “蜗
牛”比作孩子。因此就借用这个概
念，把“蜗牛”比作智障孩子，组织
该项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呼吁全
社会来关爱智障人士。

昨天在活动现场，江都区特殊
教育学校经过康复训练后的智障

孩子登台亮相，表演了舞蹈、古筝
演奏等丰富多彩的才艺节目，参加
活动的市民，对他们的精彩演出不
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期间，学生、老
师、志愿者以及现场观众还参与了
互动小游戏。

活动期间，近百名“小蜗牛”们
在家长、 老师和志愿者的带领下，
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马可波罗花世
界。他们边走边笑，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也让在场众人忘却了平日里
的疲惫，感受到了世间的纯真与美
好。

1344辆违停机动车被拖移
警方开展机动车违停挂牌专项整治———

本报讯 （祝隽 张玉峰）
为全面提升市区停车秩序和通
行环境，以良好的交通环境迎
接省运会、省园博会，交警部门
从4月起至6月底，在市区范围
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机动车违
停挂牌专项整治，昨天上午，警
方再次展开集中整治，并公布
近期整治情况，目前交警部门
已拖移1344辆机动车。

在文汇路一小区门前，出
口处及非机动车道停了十余辆
机动车，其中一辆轿车对小区
进出造成较大影响，执法人员
随即将车辆进行拖移，并对现
场违停车辆现场贴单。

警方表示，此次整治范围
为市区主次干道、学校、医院、
景区周边路段等区域。挂牌整
治期间，采取包路到人，由专门
警力重点攻坚。其中，保持高密
度巡逻管控，高频次执法查处，
突出对违停车辆的拖移。

挂牌整治以来， 交警部门
充分利用市区路口、路段安装的
监控系统，加大路段违停的视频
抓拍力度。同时，发挥扬州交警
“交通违法随手拍” 举报平台作
用，支持和鼓励市民对车辆乱停
乱放进行举报。目前，警方已收
到平台举报2134起， 视频抓拍
20910起，违停贴单14235起。

“苏K51076”车主
你有47个违章未处理

警方曝光交通违法次数居高的货运企业———

近日，警方对2017年以来
全市范围内货物运输企业交通
违法行为居高的重点车辆和企
业进行集中实名曝光，并公布
排名前十位的车辆号牌和运输
企业，提醒全市货物运输企业
必须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
严防重特大路道交通事故的发
生。

今年以来，公安交警按照
上级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两
客一危一重”（公路客运、旅游
客运、危化品运输车辆、重型货
车）车辆交通安全隐患“清零”
行动，实行24小时不间断“全覆
盖”最严执法，持续保持对此类
车辆交通违法的严管高压势
态，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全
力保障我市道路交通安全。

截至上月底，重型货车违
章排名前三的均来自广陵区佳

安货运配载服务部。 其中，苏
K51076重型货车违章未处理
数达到47个，该车存在最多的
交通违法行为是机动车违反禁
令标志指示。曝光的货运企业
中，扬州邦勤运输有限公司的
所属车辆，以161起交通违法未
处理排名扬州市第一。

公安交警提醒，请相关重
点车辆单位及驾驶员务必及时
处理车辆交通违法，以上车辆、
单位已被交警部门列入重点监
管，将每月对有多次违法记录
的车辆进行清理排查，并通过
短信告知、落实民警上门教育、
集中公告曝光等方式敦促及时
处理、督促限期处理。一旦发现
车辆违法上路，管理系统就会
自动锁定报警，对其进行追踪
查扣，严厉处罚并追究涉事单
位责任。 祝隽 张玉峰

▲日前， 高邮
临泽镇举办廉政书

画诗词展， 吸引众
多居民前来观看。

临纪 摄

今起雷阵雨又来 雨量或达暴雨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这

一周阳光是“稀客”。据市气象
台预报，今起又有一次降水过
程，预计明天雨量可达大到暴
雨，请注意预防。昨天下午4时，
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
风4级左右 ， 早晨最低气温 :
15℃到16℃， 白天最高气温 :

24℃到25℃。 明天阴有阵雨或
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早晨
最低气温 :18℃左右，白天最高
气温:23℃到24℃。 后天多云到
阴有时有小雨，早晨最低气温:
17℃到18℃， 白天最高气温 :
27℃左右。 从目前最新的气象
资料看，27日多云到阴；28日多
云。

三车追尾 两人不幸身亡

昨天凌晨京沪高速发生一起事故

本报讯 （记者 赵磊 张玉

峰） 昨天凌晨 3 点左右，京沪
高速下行线约 900 公里处，三
辆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最
后一辆车中两人被困。

接到报警后， 当地消防、
交警 、120 等部门立 即 赶 赴
现场救援 。据了解 ，当时最后
方货车直接撞上前方货车 ，

随后前方货车又撞上第一辆
货车，最后方货车车头变形严
重 ，车上两人被困 ，救援人员
立即使用扩张器对右侧车门
进行破拆， 将车门破开后，救
援人员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
救出，遗憾的是经现场医务人
员检查后 ， 发现已没有生命
体征。

A

B 报考“3+4”与四星高中同批次填志愿

C 五年制高职分数达到中考总分60%

D

培
养
类
型

助
学
政
策

拖移违停车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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