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伙同他人陕西抢劫
网上逃犯邮城落网
本报讯 19日下午，市公安局防控处警大队会同开发

区派出所在我市某网吧抓获一名涉嫌抢劫的网上逃犯。

是日下午，市公安网监部门截获一条线索：一陕西

逃犯马某某正在我市某网吧用身份证登记上网。防控

处警大队队员随即前往该网吧，并会同开发区派出所

将马某某当场抓获。

经初查，今年8月18日晚，马某某（男，23岁，陕

西清涧县人）伙同他人，在陕西榆林市抢走李某某的一

条价值6700余元的黄金项链，涉嫌抢劫罪，被榆林市

公安局立为网上逃犯。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戴婷 乐土

（上接一版）代表们希望，全市

建筑系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以改革创新的新理念、与时俱

进的新思路、扎实高效的新举措，加

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注重人才队伍

的建设，通过举行各类培训，健全人

才引进机制，着力培养和引进一批

建筑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科技带头

人才、经营开拓人才和业务技术骨

干；在巩固老市场的基础上，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开拓新市场，竞争

海外市场，努力形成建筑业发展的

新亮点。同时，要以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规范内部管理，积极实施示范工

程，促进建筑工地安全文明标准化

施工，不断提升全市建筑工程的质

量，确保施工安全。

建筑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富民

产业。今年以来，我市建筑业继续保

持快速发展态势，1至9月份，全市

完成建筑业企业总产值300亿元、建

筑业产值27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5%；完成施工面积

2923.3万平方米、竣工面积942.9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5.8%和14.2%；

外埠市场实现施工产值193.2亿元，

同比增长28.3%；全市建筑业企业实

现多元经营产值28.2亿元，同比增

长107.4%。

朱丹 管玮玮

全 国 首 届 集 邮 文 献
及文献集邮展览在我市举办

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全国邮联、省邮政

局、高邮市政府主办的“2006全国首届集邮文献及文

献集邮展览”在我市赞化学校举办。

此次展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献集邮爱

好者提供了389部展品（分为特邀类、竞赛类、非竞赛

类）。我市邮协副会长芮和靖和原医药公司集邮协会副

会长陶绪逊参展作品《解放初期的集邮服务》获得“文

献集邮类”镀金奖。

展览期间，还举办了“2006全国文献集邮高层论

坛”、“2006全国集邮文献调剂交流会”等活动。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江苏省集邮协会、人民邮电

出版社和《集邮》杂志社、集邮爱好者代表等向高邮市

图书馆捐赠集邮文献。《集邮博览》主编林轩向全国集

邮界发出继续向

高邮捐赠集邮文

献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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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同他人陕西抢劫
网上逃犯邮城落网
本报讯 19日下午，市公安局防控处警大队会同开发

区派出所在我市某网吧抓获一名涉嫌抢劫的网上逃犯。

是日下午，市公安网监部门截获一条线索：一陕西

逃犯马某某正在我市某网吧用身份证登记上网。防控

处警大队队员随即前往该网吧，并会同开发区派出所

将马某某当场抓获。

经初查，今年8月18日晚，马某某（男，23岁，陕

西清涧县人）伙同他人，在陕西榆林市抢走李某某的一

条价值6700余元的黄金项链，涉嫌抢劫罪，被榆林市

公安局立为网上逃犯。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戴婷 乐土

全 国 首 届 集 邮 文 献
及文献集邮展览在我市举办

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全国邮联、省邮政

局、高邮市政府主办的“2006全国首届集邮文献及文

献集邮展览”在我市赞化学校举办。

此次展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献集邮爱

好者提供了389部展品（分为特邀类、竞赛类、非竞赛

类）。我市邮协副会长芮和靖和原医药公司集邮协会副

会长陶绪逊参展作品《解放初期的集邮服务》获得“文

献集邮类”镀金奖。

展览期间，还举办了“2006全国文献集邮高层论

坛”、“2006全国集邮文献调剂交流会”等活动。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江苏省集邮协会、人民邮电

出版社和《集邮》杂志社、集邮爱好者代表等向高邮市

图书馆捐赠集邮文献。《集邮博览》主编林轩向全国集

邮界发出继续向

高邮捐赠集邮文

献的倡议。

羊柳

责任编辑

袁 慧

我市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本报讯 日前，扬州市社会发展评估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11年度扬州

市县（市、区）社会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我市

2011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为76.09，位

列扬州六县（市、区）第四。其中，在公共服

务领域，我市“五保”集中供养能力位列第

一，达85.05%；在生态环境领域，我市空气

质量良好天数比例最高，达99.7%；社会和

谐领域指数位列第二，达21.35。从单个指

标所处位次看，我市有9项指标相对领先，

占总数的26%，其中，首位指标有7项，占

总数的20%，位列第三。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加

强民生建设，努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供

公共服务，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协调发

展，各项社会发展指标稳步提高，得到了评

估小组专家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内

容包括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社会和谐五个领域 35个指

标，评价采用指数法，即将反映社会发展

基本特征的若干指标进行处理，再通过

权数转换为指数，最终统一为综合反映

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发展速度指

数。社会发展综合指数主要用于各县

（市、区）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社会

发展速度指数主要反映各县（市、区）社

会进步情况。

钱明 陆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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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从9月底开始启动冬季

征兵工作，目前进入各乡镇新兵目测体

检初期阶段，就2012年冬季征兵工作有

哪些政策规定，市人武部部长付有根日

前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今冬征兵范围有哪些具体规

定？

付有根：今年冬季新兵征集对象以

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

程度的青年为主。同等条件下，优先征

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特别是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征集的

非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

化程度，征集的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初

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征集的女青年，

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记者：请问今冬我市征集新兵有哪

些具体要求？

付有根：今年冬季新兵征集在年龄、

身体、政治等方面与往年变化不大。

年龄要求：男青年为2012年12月

31日前年满18至20周年，高中毕业文

化程度青年可放宽到21周岁，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2周岁，高职（专

科）毕业生可放宽到23周岁，本科及以

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根据本

人自愿，可征集年满17周岁的高中应届

毕业生入伍。

政治条件：按照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4年

10月9日公布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和有关规定

执行。

身体条件：按照国防部2003年9月1日公布的《应

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应达到下列

基本条件：

身高：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60厘米以上；

体重：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10%，女性不

超过标准体重的±15%；

视力：陆勤岗位视力右眼不低于4.9，左眼不低于

4.8。特勤人员每眼裸视力不低于5.0。普通高中毕业以上

文化程度青年右眼视力不低于4.8，左眼裸视力不低于

4.6，矫正视力不低于5.0。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青年，

右眼裸视力放宽至4.6，左眼裸视力放宽至4.5；

内科：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呈阴性，等等。

记者：今冬对大学生入伍有些什么政策？

付有根：从今冬起，国家对正在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就学的学生取消缓征规定，在外就读大学生应当履行兵

役义务。符合应征条件的大学生应于10月31日前登录

http://zbbm.chsi.cn或http://zbbm.chsi.com.cn参加网上报

名，并于10月底前携带《登记表》和《申请表》到市征兵办

公室报名应征。国家对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学

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制度，最高可达每年6000元。大

学生义务兵退役后，可享受一系列就业就学优惠政策。我

们欢迎在外就读大学生积极回乡报名参军，相关政策可

致电0514-87645568查询。市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优

先安排大学生报名、体检、政审、定兵和使用，为广大大学

生提供及时、高效、便捷的服务。

记者：市政府关于逃避服兵役义务有什么处罚措施？

付有根：履行兵役是广大适龄青年的责任，也是每一

名公民应尽的义务，市委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措施，全力保

障广大参军报国青年权益。同时，市人武部会同市纪检监

察、法制办、公安、人社等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规

定，依法查处逃服兵役人员，强化法律法规执行力。

根据《兵役法》和《江苏省征兵工作条例》相关规定，

适龄公民拒服兵役、经教育仍不改正的，由市人民政府对

其处以优待金标准2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两年内不得

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或者升学。

入伍后逃避服兵役、造成严重影响，被扬州市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裁定作退兵处理或者被部队除名的，收缴全部优

待金，取消军属待遇，有关单位不予复工、复职、复学，两

年内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

记者：为确保廉洁征兵，市委市政府有哪些相关规

定？

付有根：10月15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2012年度

征兵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就抓好廉洁征兵要求各单位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切实在加强教育、严格督

查上下功夫、见成效。征兵过程要落实政策规定和“五公

开五公示”，坚持全程督导，接受组织监督、舆论监督和群

众监督，坚持一票否决制，凡是在廉洁征兵上出现问题

的，一律实行先免职再处理。市纪委在征兵办公室设立举

报信箱和电话（0514-87645578），我们欢迎各界人士进行

监督，切实维护征兵工作清正廉洁。

连日来，市人力三轮车管理办公室加大对城区三轮车客运市场秩序的

整治，先后查扣“黑三轮”、“地龙车”20余辆，规范三轮车从业人员经营行为

30余辆次。 张金宝殷建荣王道/摄

（上接一版）新扩建的2条自动化高

密度板生产流水线已全部投入使用。

汉留镇扬州安华商务休闲有限公司

观光农业项目总投资800万美元，注

册资本 200万美元，5000平方米的

办公楼已经封顶，休闲观光农业及种

养基地所需土地已流转到位。

此外，秦邮生物科技、高邮湖大

闸蟹养殖、丰园菌业、科恩生物、瑞康

农场、青青畜业、鲜鲜禽业等一批农

业重大项目正在强势推进之中，部分

项目已经投产达效。特别是高邮鸭业

50亿元特色产业基地建设被扬州市

列为重大农业项目建设考核内容，基

地项目之一、总投资6500万元新建

的郭集百万只高邮鸭科技示范园建

设工程，目前已完成内部硬质道路、

桥梁、水系初步配套，1.2万平方米标

准鸭舍建成使用，高邮鸭工程研究中

心正在紧张施工。

就如何扎实抓好第四季度的农

业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全力冲刺全年

目标，市农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强

势推进在建项目加快施工进度，促其

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对在谈的郭

集镇红豆杉种植园项目、江苏雨润集

团投资的生猪饲养项目等农业重大

项目，落实专人全程跟踪，确保项目

早签约、早落户。同时，以我市“三水

两有机”的产业定位为重点，继续开

展产学研合作，招引农产品精深加工

项目等。 周麟

农业重大项目建设硕果满枝

扬州市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建筑业发展情况

信息短波
◆20日上午，郭集镇党委、政

府邀请4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欢聚

一堂，提前为他们过了一个快乐而

充实的重阳节。 丁小玲

◆近日，卸甲镇采取定专人、定

职责、定区域、定岗位、定时间、定要

求、定奖惩的“七定”措施，全面部署

秸秆禁烧相关工作，确保每一块田

地、每一段道路、每一棵树苗、每一

条河渠都在监管和监控之中，不留

死角、不留盲点。 朱庆

菱塘科技惠农结硕果
本报讯 20日，菱塘回族乡召开科学技术协会第

二次代表大会，来自该乡各条战线的近60名基层科技

工作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该乡科协第

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

近年来，菱塘回族乡科协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科

技工作者，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各类技术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围绕电

线电缆、服装玩具、新能源、新医药、新光源和清真食品

加工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开技术比武和科技攻关，

为推动民族乡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和支撑的作用。该

乡先后有2人获得省“双创”人才资金奖励，有3家企

业入围“绿扬金凤”计划,10多家企业、30多人享受市

级以上政府科技奖励，并在全市率先建立起扬州市科

普惠农服务站。 乔元江 朱根榴

◆近日，市公安局城市治安巡逻大队会同市城

管局组成液化气安全检查执法队伍，对市区及乡镇

液化气充装市场开展了一次安全大检查。截至目前，

共检查充装液化气商户22家，发放核查通知书22

份，查处私自充装户5家，暂扣过期钢瓶16只，一定

程度上消除了液化气充装市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乔云 周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