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4省道高邮段养护大修工程开工
本报讯（通讯员 邮路宣 记者 子杼）近日，随着

分流线路标志标牌布置及施工队伍到位，264省道
高邮段养护大修工程正式开工。

264省道高邮段是高邮东部地区南北向交通大
动脉，随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该线交通量的快速增
长，在行车荷载和接缝修补处雨水下渗等多种因素
作用下，道路路面出现大量病害，直接影响到行车安
全性和舒适性。为提供良好通行条件，市公路部门对
该线路实施养护大修。据了解，该养护大修工程路线
总长 11.2公里，投资约 1800万元，计划于 10月底
完工。

本报《他们是家庭的希望》一文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一贫困大学新生获爱心资助
本报讯 （记者 杨晓莉）8月 10日，

本报《他们是家庭的希望———关注贫困大
学新生》一文刊发后，受到了社会广泛关
注。11日，2名好心人向报道中的贫困大
学新生赵巍分别捐赠了爱心款 4000元，
帮助他圆大学梦。

父亲早逝，母亲离走，从小到大与爷
爷相依为命的赵巍，让不少读者感到心
疼。11日下午6时许，电话相约后，记者陪
同好心人徐女士和李先生一起来到赵巍的
家中，赵巍正帮着爷爷赵宏兵准备着晚饭。
得知记者和好心人的来意后，祖孙俩感动
不已。赵宏兵笑着说：“还有一个月，孙子就
要开学了，最近一直都在为他的学费发愁，
没想到《高邮日报》将我家的情况报道后，
当天就有好心人来帮助我们。孙子的学费
终于有了着落，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
了下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感谢《高邮日
报》，感谢你们好心人的爱心帮忙！”看到爷
爷笑了，赵巍的脸上也露出了属于他这个
年纪的笑容。赵巍坦言，爷爷年岁已高，为

了让自己安心读书，从不对自己叫苦、说
难。但是他看到爷爷为了筹集学费，每天忙
碌着，累弯了腰，心里非常难受。“现在学费
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更高兴的是，
爷爷可以松一口气了。感谢叔叔、阿姨对我
的帮助，圆了我的‘大学梦’。进入大学后，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争取拿奖学金。以后的
学费，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挣。将来有能力
时，也一定会学习叔叔、阿姨，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面对徐女士和李先生的爱
心资助，赵巍感激地说道。

临走前，赵宏兵和赵巍祖孙俩多次请
徐女士和李先生留下相关个人信息，待以
后有能力时好回报他们，都被婉言谢绝。
让记者感动的是，好心人徐女士已不止一
次帮助贫困大学生，连续 6年来，每年她
都通过记者向贫困大学新生奉献一份爱
心。今年，徐女士仍是谢绝透露姓名和工
作单位。她说：“这些孩子不容易，看到这
些报道，心里酸酸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内，能帮就多帮帮吧，希望这些孩子都能

有个光明灿烂的明天。”
和徐女士一样，好心人李先生也不愿

透露个人信息。“现在全市上下都在关心、
帮助最贫困家庭，作为一名高邮人，应该
参与其中。孩子是家庭的希望，自己的能
力有限，只能尽力帮忙。希望更多的好心
人去关心、关注贫困学子们，帮助他们圆
‘大学梦’，让他们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
运、改变家庭的境况。”李先生说道。

好心人的善举让赵宏兵、赵巍祖孙俩
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在为赵巍
获得社会资助感到高兴的同时，呼吁更多的
热心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像赵巍一样的家
庭贫困的大学生圆上大学梦。如果有热心人
士想捐助贫困大学生，可与本报联系，联系
电话：0514—84683100，13952502559。

综合
新闻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

版

责 编：金 婧
版 式：张增强

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
丁酉年闰六月二十

最贫困家庭帮扶社会募捐倡议书
对照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要求，全市

仍有少数群众因“老弱病残”导致生活困难，让人揪
心，令人心痛。经过多轮走访排查，我们遴选了 411户
最贫困家庭，精准制定了“一户一策”帮扶方案。解决他
们的生活困难，不仅需要政府兜底、确保普惠制政策

“应享尽享”，也需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鼎力支持。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为此，我们倡
议：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人士要积极参与最贫
困家庭帮扶活动，伸出援手，献出爱心。您捐赠的善

款，将专项用于 411户最贫困家庭的帮扶，接受审计
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做到让捐赠者放心、让
受助人满意、让全社会明白。我们相信，因为您的参
与，孤寡老人晚年将会不再孤独、凄凉，孤残儿童将会
收获更多的父爱、母爱，重症患者将会燃起希望、乐观
坚定……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们弘扬“崇文尚德、求
实创新”高邮精神，伸仁爱友善之手，行扶贫济困之
举，修有求必应之道，将事业与爱心一起升华，让个人
与城市共建共享，合力打造“体现公平、彰显正义、充

满温暖”的和谐高邮。
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2017年7月25日

捐款账户：高邮市财政局；
开户账号：10040600000427104601；
开户银行：国家金库高邮市支库；
国库行号：011312100013；
捐赠电话：0514—84601408。

公车拍卖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公务用

车管理服务中心、高邮市建筑安装
工程质量监督站定于 2017年 8月
16日上午十点在少游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大厅（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
中心大道二手车交易市场内）对公

车苏 KJE538（北京现代轿车，登记时间 2008年 5月）和苏
KJ4150（北京现代轿车，登记时间 2008年 5月）进行公开拍卖。
参考价均为2.5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8月 15日下午三点前到扬州市少游拍
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每车需交保证金1万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新 237省道城南经济新区中心大道二手车

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0514－8406511113056324888（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勇救落水女孩 周爱俊见义勇为受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卫东 记者 王小

敏）一名 14岁左右的女孩坠河后，驾
驶私家车路过事发地的高邮易拓空间
装饰公司老板周爱俊奋不顾身、勇敢
地跳河救人。但由于水流湍急，河水较
深，周爱俊没能将女孩救上来，精疲力
尽的他坐在岸边难过地痛哭。8月 8
日上午，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

赴周爱俊的公司，对其见义勇为行为
进行了表彰。

2017年 7月 21日中午 11时 40
分许，周爱俊驾车途经瑞和北辰阳光
时，听到有人呼喊“有孩子掉河里了！”
周爱俊闻声后，还来不及将车熄火，就
立即跳下河救人。当时由于灌溉渠正在
排水，水流湍急，为了尽快找到落水女

孩，周爱俊沿着水流方向一路寻找女孩
的踪迹，从女孩落水的地方一路游至珠
光大桥，历经两个小时，但是未能找到。
当天下午 3时许，落水女孩被警方打捞
上岸，已无生命体征。

周爱俊奋不顾身，英勇救人，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受到当地
百姓的交口称赞。

男子酒后丢钱包 散步市民拾金不昧
本报讯 （通讯员 乔红军 刘其定 记

者 王小敏）9日晚，市公安局蝶园派出所
接到市民嵇雪峰报警，称其捡到一只装
有4000元现金及银行卡的钱包，希望民
警帮忙寻找失主。

9日深夜11时许，嵇先生与朋友一
起散步，经过屏淮路与武安路岔路口附
近的一处凉亭时，突然在凳子缝隙处看

到一只钱包，钱包内有 4000元现金以及
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嵇先生见四周没有
人，只好报警求助。

由于钱包内没有有效的身份信息，
民警立刻将此情况反馈给 110指挥中
心。没过多久，丢钱包的施先生就向警
方报警，随后，他来到蝶园派出所领回
了自己的钱包。原来当晚，施先生喝了

些酒，骑车来到该路口旁的凉亭打电话
时，不慎将钱包滑落。当他骑车回家欲
取钱包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吓得急
忙报警。

高公桥路一商店深夜起火 救助站值班员及时扑救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8日深夜，高

公桥路 32号居民郝明才经营多年的商
铺突然冒烟起火，所幸紧靠隔壁的市救
助站值班员徐正军第一时间帮忙救火，
因扑救及时，除部分货物烧损外，最终没
有酿成大祸。

“失火了、失火了，快来人啊，快来
人啊！”当日深夜 11时 30分许，被浓烟
呛醒的郝明才本能地叫喊起来。此时，

刚结束第二轮路上搜救流浪人员工作
的徐正军回到救助站内休息，听到呼喊
后连忙跑了出来。现场火势越来越大，
仅用水来扑火已无济于事。徐正军当机
立断，立即返回救助站内，拿起站内的
3个灭火器回到现场灭火，10多分钟
后，火势得到控制，大部分明火被扑灭。
没多久，消防车也赶到现场，最终把火
全部扑灭。经查，起火原因是因为电线

线路老化。“太谢谢你，谢谢你了，如果
没有你及时帮助，损失肯定要比现在多
得多。”大火扑灭后，郝明才拉着徐正军
的手再三地感谢道。

据了解，徐正军在市救助站工作
已有 10年时间，由于单位每年都会
组织消防培训，他从中学到了不少消
防安全知识与灭火技能，此次发挥了
大作用。

周山新农机具购置补贴达1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海英 正华 桂高）近日，从市农

口部门传来消息，周山镇秸秆还田 3.2万亩、水稻机
插面积 3.2万亩，已通过第三方核查。粮食生产“耕
整地、种植（含育秧)、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全
过程基本机械化在周山已成现实。

为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降低农投成本，提高
土地产能，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周山镇积极创建
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乡镇，以“政府主导、
农机主抓、政策扶持”为导向，从科普宣传和农机能
手培训切入，邀请扬州专家走进“机库课堂”指导实
践，专业培训 235人次。出台新机具购置补贴叠加
奖励政策，鼓励全镇农民机手购置先进适用、安全
可靠、节能环保的农业机械设备，服务粮食生产；补
贴方式上取消申请前置程序，“先购后补”；补贴范
围上，对乘坐式插秧机、水稻育秧摆盘机等重点新
品农机，实行敞开补贴，应补尽补；与此同时，该镇
各村又出台奖励措施。上半年，周山镇镇、村两级叠
加新农机购置补贴100万元。全镇新添置乘坐式插
秧机 39台，水稻育秧摆盘机 4台，高效植保机 6
台，粮食烘干机 31台，超额完成今年市下达新购置
65台套的任务。

周山镇农机负责人说：“全镇现有各类型新农
机具 450台套，基本满足了全镇粮食生产机具作业
指标。接下来，我们将做好高效植保机具后续推广
和植保队伍的技术培训，提高农药有效利用率，降
低农药使用量，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同时做好
农机具维护保养和跟踪指导，为秋季全程机械化备
足力量。”

我市渔业科技入户专家送技术到乡镇
本报讯（通讯员 周武兰 记者 陆业斌）日前，一

场专门为水产养殖村———周山镇龙胜村举办的渔业
科技入户培训班，在周山镇活动中心举行。该村 20
多个罗氏沼虾养殖示范户，聚精会神地聆听了我市
渔业科技入户项目县级专家组成员、市水产站副站
长刘志国的讲课。

周山镇龙胜村水资源较为丰富，全村水产养殖
面积 4997亩，其中罗氏沼虾的养殖带动了一帮，致
富了一方。今年龙胜村被市渔业科技入户项目组确
定为整体推进村，遴选了20户罗氏沼虾养殖户作为
2017年的渔业科技示范户，示范面积706亩。当前
正是罗氏沼虾养殖的关键时期，示范户养殖管理水
平的好坏，直接影响周边地区的养殖。为此，刘志国
专程到周山镇龙胜村办班送技术。他分析了当前全
市罗氏沼虾养殖所面临的形势，并就近期罗氏沼虾
养殖管理中的饲料投喂、水质调控、病害防治、增氧
机的正确使用等做了详细讲解。刘志国还特别提请
大家要做好示范，科学投饲，不乱排乱放，减少养殖
面源污染，为全市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