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建

投集团定于 2017年 11月 13日

下午三点在高邮市文游中路 98

号对府前街 91号门面房进行公

开招租（两层，面积约为 73.82

㎡），年租金参考价 5万元，租期

四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金 5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

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11月 13日上午九点前（节假日除外）到

高邮市建投集团五楼 50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11月2日至11月10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98号
咨询电话：0514-84604320（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高邮市建投集团
2017年11月2日

◆近日，我市38名渔业科技入
户指导员赴浙江德清、湖州、嘉兴，学
习考察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经验，现
场观摩高效休闲渔业。志国业斌

◆10月30日上午，市市场监
督局、市农委、高邮市鸭蛋行业协
会联合举办“高邮鸭蛋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使用与保护”的专题讲
座，以进一步增强全市高邮鸭蛋加
工行业的品牌意识和维权意识。

薛敏开 陆业斌

◆近日，三垛镇召开商会第
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高邮市光彩
事业促进会三垛镇第二次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三垛镇商会和

光彩事业促进会新一届会长、副会
长和秘书长。 李文朝

◆近日，开发区司法所将中
华孝道文化与社区服刑人员集中
学习教育相结合，为社区服刑人
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孝文化主题
教育活动，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家庭意识，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
会。 张亚男 王小敏

◆日前，周山镇计生协会、镇
卫生院联合开展“男性健康日”宣
传义诊活动，为过往群众提供男
性健康、优生优育、心理辅导等方
面的咨询服务，并现场发放男性
健康知识宣传手册、计生宣传品

等，以提高全社会对男性健康问
题的关注，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杨甫东 杨晓莉

◆日前，在开发区残联组织
下，参加华盟电子公司残疾人培
训就业基地第一期就业培训班的
28名残疾人经过培训合格后全部
被安置就业。 杨晓莉

!近日，龙虬镇举办老年人
普法维权知识讲座。讲座以浅显易
懂的语言，对老年人的赡养、财产
与遗嘱、再婚及各类老年人法律
纠纷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讲解，增
强了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
权意识。 雷志伟 王小敏

信息短波

近年来,我市大
力推进城市公园体系
建设，先后建成马饮
塘南海子河生态文化
公园、水曲溪园、南澄
子河公园、香沟河公
园、横泾河城市滨水
公园、通湖大桥公园
等 10多座公园，为群
众提供众多休闲健身
场所，让广大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生
态福利。图为市民在
盂城路健康步道上散
步的场景。

王林山摄

扬州检查组肯定我市品牌创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吴晓明 郑玉林 记者 翟甜甜）日

前，扬州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办公室检查小组一行来
我市检查放心品牌培育创建工作，对我市放心品牌创
建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近年来，我市在放心品牌创建工程中，先后培育
申报了 10个放心品牌和 1个放心品牌集聚区，在行
业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检查组一行实地查看相关企业生产现场，并就如
何加强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等制度管理、规范使用合同
等对企业作了现场指导。检查组一行对我市放心品牌
创建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我市企业放心品牌创
建意识强、创建氛围浓、创建工作扎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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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

建投集团定于 2017年 11月
13日下午三点在高邮市文游
中路 98号对海潮路 1号三
处门面房进行公开招租，门面
房 1-8：面积约为 37.2㎡，年
租金参考价 6.5万元，租期四
年，租金两年一清，竞租保证

金 10万元；门面房 1-9：面积约为 13㎡，年租金参考价 2.5万元，租
期四年，租金两年一清，竞租保证金 5万；门面房 1-10：面积约为
28.8㎡，年租金参考价 6.5万元，租期四年，租金两年一清，竞租保证
金 10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11月13日上午九点前（节假日除外）到高
邮市建投集团五楼50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11月2日至11月10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98号
咨询电话：0514-84604320（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高邮市建投集团
2017年11月2日

高邮镇500万救助金为急难人群“雪中送炭”
本报讯（通讯员 杨大忠 记者

杨晓莉）日前，记者从高邮镇获悉，
为救助因重大突发性事件导致生活
难以为继的急难家庭，该镇专门设
立了 500万元急难救助专项资金，
为急难人群“雪中送炭”。

据介绍，从现在开始，户籍在
高邮镇且居住满 2年，因意外人身
伤亡、重大疾病、重大灾害或其他
特殊原因返贫的家庭均可获得非
定期、非定量的应急救助。救助标
准分为人身伤亡急难救助、重大疾
病急难救助、生活困难家庭教育资
助、火灾急难救助、自然灾害急难
救助等。其中重大疾病急难救助幅

度最大，因家庭成员患危重疾病造
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在当年度扣除
各种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其他救
助资金后，当年度自付医疗费用仍
在 5万元以上的，每户给予 3000
元应急救助；在 10万元以上的，每
户给予 6000元应急救助；在 20万
元以上的，每户给予 10000元应急
救助，并可实行医前救助。生活困难
家庭教育资助有两种，高中及以下
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可享受免学杂
费、生活费等资助，高中生（含中专）
可再给予 1000元每年奖助学金；
高等教育阶段，考上大专（含）以上
的贫困家庭学生，可一次性给予

2000元每年的奖助学金。因交通事
故或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在依法获得各类赔偿后，基本
生活依然困难的，每户将享受 3000
元过渡性生活应急救助。

此外，针对见义勇为、因公受伤
等特殊原因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
，高邮镇还给予特殊照顾，救助金额
可以突破相关救助标准，通过一事
一议的方式研究确定。

干部任前公示
经中共高邮市委常委会研

究，拟对杨海蔚等 18位同志进
行任职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7年 11月 1日至 11月 8
日。如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
廉等方面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来
电、来信、来访形式向市委组织
部 反 映 （干 部 监 督 电 话 ：
84615050、13505275108）。反
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
应告知真实姓名。

中共高邮市委组织部
2017年11月1日

公示对象基本情况

1、杨海蔚，现任高邮市委
办公室副主任兼市哲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男，1969年
2月生，汉族，江苏高邮人，2004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7月参加工作，党校大学学
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正
科职级干部。

2、胡万春，现任高邮市委
办公室综合科科长。男，1976年
9月生，汉族，江苏高邮人，2007
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
年 10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副
科职级干部。

3、张胜，现任高邮市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兼市哲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男，1969年
1月生，汉族，江苏高邮人，
2000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
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正
科职级干部。

4、姚斌，现任高邮市政府
办公室财贸科科长。男，1966年
5月生，汉族，江苏扬州人，2001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8月参加工作，在职大专学
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副
科职级干部。

5、王冬梅，现任高邮市信
访局综合科科长。女，1979年
12月生，满族，辽宁凌海人，
1998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
学学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
门副科职级干部。

6、韩志新，现任高邮市委
组织部干部培训办公室主任。
男，1974年 1月生，汉族，江苏
高邮人，1995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6年8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拟任高邮市级
机关部门副科职级干部。

7、纪刚，现任高邮市委党
史办、市志办方志年鉴编纂科科
长。男，1980年4月生，汉族，江
苏高邮人，2016年 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5年 8月参加工
作，大学学历。拟任高邮市级机
关部门副科职级干部。

8、李跃文，现任高邮市粮
食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兼资产管
理中心主任。男，1975年12月
生，汉族，江苏高邮人，2000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 9
月参加工作，党校大学学历。拟

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副科职级
干部。

9、顾小青，现任高邮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规划科科
长。男，1978年11月生，汉族，
江苏高邮人，2007年 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3年 7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拟任高邮
市级机关部门副科职级干部。

10、翁宏定，现任高邮市城
乡建设局城建科科长、规划设计
院院长。男，1968年10月生，汉
族，江苏高邮人，无党派，1990
年 8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门副科
职级干部。

11、侯军，现任高邮市广播
电视台信息传媒中心主任。男，
1971年2月生，汉族，江苏淮安
人，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1年6月参加工作，党校
大学学历。拟任高邮市级机关部
门副科职级干部。

12、刘美凤，现任高邮市汤
庄镇党委组织科科长。女，1986
年5月生，汉族，江苏高邮人，
2006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8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
历。拟任高邮市乡镇副科职级干
部。

13、姜炜，现任高邮市临泽
镇人大办公室主任、人大秘书。
男，1980年 6月生，汉族，江苏
高邮人，2008年 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03年8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拟任高邮
市乡镇副科职级干部。

14、葛航，现任高邮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书记、人
才开发科科长、人力资源市场管
理办公室主任。男，1982年12月
生，汉族，江苏高邮人，2007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 10
月参加工作，党校大学学历。拟任
高邮市乡镇副科职级干部。

15、李国良，现任高邮市周
山镇政府办公室主任、企管站站
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农
经助理。男，1966年 3月生，汉
族，江苏高邮人，2007年 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5月参
加工作，在职大专学历。拟任高
邮市乡镇副科职级干部。

16、谭杰，现任高邮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招投标管理科科
长兼固定资产投资科副科长。
男，1980年 8月生，汉族，江苏
高邮人，无党派，2004年 8月参
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拟任
高邮市乡镇副科职级干部。

17、张飞，现任高邮市城乡建
设局团委书记、规划服务科副科
长。男，1986年6月生，汉族，江
苏高邮人，中共预备党员，2009
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拟任
高邮市乡镇副科职级干部。

18、黄晓荷，现任高邮市统
计局工业能源统计科科长。男，
1981年7月生，汉族，江苏高邮
人，2010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4年 12月参加工作，在
职大学学历。拟任高邮市乡镇副
科职级干部。

龙虬镇开展“聚焦富民”大讨论
本报讯（通讯员 周荣池 周德刚 记者王小敏）11

月 1日下午，龙虬镇组织全镇各村党总支书记围绕
“聚焦富民”开展大讨论。

会上，11个村党总支书记以“我为创新、富民做
什么”为主题，结合前期外出观摩学习、全市镇村干部
大培训和各村的发展实际，进行了交流。大家表示，要
创新模式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党建＋”模式
实现强村富民；要坚持“以工富农”大力引进劳动密集
型产业，让农民不出远门就能就业；要因地制宜利用
现有水资源优化“罗氏沼虾”产业结构；要大力实施精
准扶贫，做实帮扶项目，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
户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