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地震局发文
通报认定全国182个社区（小
区）为国家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我市高邮镇康华社区顺利通过
国家认定，为扬州市获此殊荣
的2家社区之一。此次康华社
区获得国家级荣誉，为我市其
它社区防震减灾工作提供了示
范和借鉴。李文哲 翟甜甜

扬州市药监局来邮走访慰问帮扶村困难户
本报讯（通讯员 秦廷军 记者 葛维祥）1月 30

日下午，扬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赵国祥到
结对帮扶的我市周山镇万福村、龙虬镇强民村走访
慰问困难户，给寒冬中的困难户捎上一份党的关怀
和温暖。

赵国祥走访慰问了周山镇万福村困难户杜才余
家庭、龙虬镇强民村 10个困难户，送上了食用油等
生活必需品和慰问金。在强民村二组周旭家庭走访
时，得知周旭在上海看病的费用不能报销和对有关
特殊病种的申报政策不明白时，赵国祥立即掏出手
机与我市具体承办部门进行联系，使周旭反映的情
况现场得到了落实。强民村党总支书记表示，扬州药
监局结对帮扶强民村两年来，投入专项帮扶资金上
马了两个标准化厂房项目，为强民村提供了“造血功
能”，为实现早日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市食药安全工作完成年度大考
本报讯（通讯员 张树明 郑玉林 记者 翟甜甜）

记者日前从市食安委获悉，为进一步强化食品药品
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日前，市食安委组织市场监督管
理局、农委等部门组成联合考核组，对我市 13个乡
镇（园区）和相关监管部门，进行 2017年度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综合考核评价。

据悉，考评主要采取分组集中听取汇报、查看资
料与察看生产经营活动现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针
对各乡镇食安办存在的人员力量不足、能力不强、体
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
和建议。

车逻灌溉渠改造惠及上万农户
本报讯（通讯员 徐宽权 记者 杨晓莉）春节临

近，日前，记者途径城南新区车逻时，发现车逻灌溉
渠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挖掘机正将渠内的淤
泥一一清除。该工程完工后将大大提升干渠灌溉功
能，届时，涉及的车逻、保丰、特平3个村上万名农户
将从中受益。

车逻灌溉渠因建成时间较长，淤泥沉积，流速
慢，每年旱季下游农作物无法得到及时灌溉，农业生
产深受影响，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争水等矛盾现
象也时常发生。为解决这一难题，城南新区不断推进
河长制工作向纵深发展，会同水务站协调拆除车逻
灌溉渠建筑物 13处，并按照全市统一要求，对车逻
灌溉渠镇区段 0.2公里及中下段 5.35公里进行衬
砌改造。改造工程总投资3130万元，计划今年6月
底投入使用。改造后的灌溉渠将成为城南新区（车逻
镇）的一条主要灌溉渠道，惠及车逻、保丰、特平3个
村2.5万亩农田。

信息短波

全省2018年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管理办法公布
四类考生可享保送政策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随着 2018
年高招工作陆续开始启动，记者从市教
育局获悉，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
布了全省 2018年普通高校高水平艺
术团、高水平运动队和保送生招生的管
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对普通高校 2018
年高水平艺术团和高水平运动队在具
体招生要求、招生人数、考试项目等方
面作了详细规定，并就有关保送生的资
格申请给予了明确认定。

据悉，按照该办法规定，今年，教育
部规定全国共有清华大学等53所试点
学校艺术团可在全国范围内招收高水
平艺术团特长生。凡是拟报考高水平艺
术团的考生，须参加江苏省 2018年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且符合拟报考高
校高水平艺术团相关要求。各高校高水
平艺术团专业测试工作由招生高校自
主进行，并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在高水平运动队报考方面，此
次管理办法除了明确招生对象不
限年龄以外，还规定从 2018年起，
跆拳道、击剑、棒球、射击、手球、垒
球、橄榄球、冰雪、赛艇、柔道、攀
岩、摔跤项目全部实施全国统考。

另外，关于保送生资格的认
定，我省也规定有四类考生可申
请，分别是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
克竞赛决赛一等奖并符合相关条
件的高中生；符合有关条件的南京
外国语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
有关规定的运动员；符合有关条款
的公安英烈子女。

凌晨三点的电话……
本报讯（通讯员 王鹤丽 记者 赵妍东方）“姚

主任，我弟弟腹痛得厉害，你能不能来一下，他的情
况好像不太好……”1月 31日凌晨三点，帮扶对象
沈柏章姐姐的电话将正在熟睡的甘垛镇卫生院的姚
渔强医生从睡梦中惊醒。夜风簌簌，寒气逼人，姚渔
强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起身拿了药箱急救箱，立刻
往患者家中赶。

沈柏章家是甘垛镇最贫困家庭。今年38岁的沈
伯章，是我们常说的“渐冻人”，卧床8年多，一直靠着
呼吸机度过漫长的卧床时间。1月30日晚，沈柏章觉
得自己腹部不舒服，家里人没太在意。到了1月31日
凌晨，沈柏章腹部胀痛得实在难受，在床上翻来覆去，
这让沈柏章姐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打了一个
电话给姚渔强医生。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凌晨三点多，姚渔强赶到沈柏章家，仔细为患者
作了检查，这才发现是患者的导尿管掉了，尿拥堵在
膀胱，导致腹部胀痛。姚渔强于是给沈柏章换了导尿
管，向他的姐姐和父母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等沈柏
章情况稳定后便离开了。

1月31日凌晨，沈柏章的姐姐在朋友圈发了一
条状态：“深夜三点，有求必应，姚医生辛苦了！”对于
这样的赞扬，姚渔强告诉记者：“对待每一位帮扶对
象我都一样，每当我看到帮扶对象受病痛折磨，痛苦
不堪，我就会心疼。我都对他们的家人说：只要你们
有需要，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以打我的电话，我的电
话 24小时开机。我希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减轻
他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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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市民朋友：

您好！
高邮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通告》于 2018年 2月 10日起正式实
施，高邮市区西至运河东堤、南至南外环、东
至捍海路（东外环）、北至北外环范围内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日益
增加，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安全
隐患等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全国已有 700
多个城市实施了烟花爆竹禁放。为了保障您
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请您自
觉遵守禁放规定，不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
爆竹。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地点燃
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国务院《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停止燃
放并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相关违法信息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
系统。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违反禁放规
定被处罚的，将由纪检监察机关予以处理。

请广大市民积极协助做好烟花爆竹禁
放工作，发现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及时
举报。

全市举报违禁燃放、运输烟花爆竹电
话：110。

全市举报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电话：
84644546。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高邮市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拍卖公告（003）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
工业总公司定于 2018年 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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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高邮市送桥镇迎
春路 17号的高邮市琼花面粉
有限公司与高邮市华盛米业有
限公司土地、房屋、现存设备等
资产捆绑打包公开拍卖，占地

面积（有证）总计约 2338.38平方米，建筑面积总计约 1919.54平方米
（其中有证面积总计约 1750.57平方米），评估价值总计 3810179元。
具体拍卖细节及要求参见拍卖行拍卖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2月 7日下午三点前（节假日除外）到扬州市
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帐户名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
司 , 开 户 行 ： 高 邮 市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文 游 支 行 ,帐 号 ：
3210840401201000338482)，意向购买人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1月29日至 2月 6日（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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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9日

2018年春运今天启动

交通部门全力以赴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久强 殷建荣 记

者 葛维祥）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18年
春运从今天开始，至3月12日结束，为期
40天。

据悉，为保证今年春运运力，市交通
部门共投放营运客车 699辆、18998座，
其中班车 252辆、10865座；高峰期应急
运力 24辆、1090座；城市公交车 116
辆、7188座；出租车 337辆、1685座。据

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市旅客发送量大
约在 70万人次左右，约比去年同期下降
4.5%。为切实做好春运工作，市交通部门
已提前做好春运客流调查分析，对旅客
的流量、流向及运力调配做到早规划、早
部署、早落实；运输企业对所有参加春运
的车辆及消防救生设施等进行全面的技
术检查，凡技术性能不合格、安全无保
障、未按规定安装 GPS等的车辆一律排

除参加春运。
春运期间，交通部门作为春运成员单

位，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主要领
导靠前指挥，深入春运工作一线，全面排
查整治安全隐患，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
险防范，强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安全
监管，努力营造“便捷春运、温馨春运、平
安春运、诚信春运”的春运环境，全力保
障广大旅客平安回家、开心过年。

退伍老兵书写十九大报告书法长卷

本报讯（通讯员 徐克祥 记者 陆业斌）
日前，市供销合作总社职工张国柱向人们
展示了他潜心书写的 15.5幅（长 1.38米，
宽0.7米）十九大报告书法长卷，令大家十
分敬佩。

据悉，张国柱曾参加自卫反击战负伤，
并荣立二等战功，退伍还乡后在商业供销
系统工作。平时，张国柱注重政治学习，并
以书法形式践行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之后，他就高度关注，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
播，每天阅读相关宣传报道。为了读通弄懂
十九大报告精神，他从去年 10月 22日开
始，用毛笔在宣纸上，逐字逐句书写报告全
文。他每天书写 800字左右，连续研读书
写了 48天。“研读书写十九大报告，受益
匪浅。不仅学习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提高
了书法水平。”张国柱感慨地告诉记者。

我市今年计划招录107名公务员
首次面向残疾人招录

本报讯（通讯员 王祖云 记者 杨
晓莉）昨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
2018年公务员招录工作已拉开序幕。
今年，我市共设置 91个职位，计划招
录 107名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单位工作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
市公务员招录工作首次面向残疾人，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属单位市市场综合
执法大队办事员一职，将定向招录具有
扬州市户籍或生源的听力四级持证残
疾人。

据了解，我市人社局已编制了考录
简章和职位，并通过扬州党建网(dj.
yangzhou.gov.cn)、扬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hrss.yangzhou.gov.cn)、
扬州人事考试网(www.yzrsks.com)正

式向社会公布。今年网上报名资格审核
时间仍为 48小时，报考人员网络报名
时间为 2018年 1月 30日至 2月 5
日，公共科目笔试时间为 3月 24日，
面试将在5月中旬进行，录用审批工作
预计在 7月底结束。需要提醒注意的
是，报名审核要求在 48小时内完成，
考生只有在 2月 3日 16:00之前进行
网上报名，才能确保在资格审核未通过
时有机会改报其他职位。

市人社局提醒，本次考试仍不指定
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
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
现的各类培训班、辅导网站或辅导用
书，均与本次考试无关。希望广大报考
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1月 30日上午，城南新
区（车逻镇）组织机关单位、村
（社区）志愿服务者开展新一年
度义务献血活动，弘扬无私奉
献精神。 周琳 子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