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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门渡口停渡的通告
为保障广大市民安全出行，消除水上运

2018年 2月 13日 星期二
丁酉年十二月廿八

特此通告。

输安全隐患，根据要求，决定对南门渡口实
施停渡，请广大市民改乘公交车辆或步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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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运河西堤。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

高邮镇人民政府

谅解。

2018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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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社区攻防并举抓禁放
节前农贸市场货丰价稳
本报讯（通讯员 潘小马 记者 翟甜
甜）春节临近。日前，
记者走访市区农贸
市场了解到，当前我市各种蔬菜、肉蛋
禽供应充足，市场价格保持稳定，只有
少部分蔬菜价格涨幅较大。
本月以来，我市天气总体晴好，这
给农产品的生长、运输提供了有利的条

本报讯（通讯员 王
玉凤 居朕宇 记者 维
祥）新春佳节将至，连日
来，开发区采取多种措
施，不断强化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确保节
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
首先，开发区加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业
务培训力度，组织全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协
管员开展业务学习。同
时，积极引导、协助“农
字号”企业马棚湾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和黄四庄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建立
自己的农药残留检测
室，指导企业对即将上
市的有机米、蔬菜等农
产品进行检测，确保上市产品合
格。此外，通过不断加强巡查，强
化检验检测，杜绝违禁药品上市
销售，
杜绝农业企业、种养大户使
用违禁药品；对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重点品种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进行检验检测，确保所有上市产
品安全合格。

件。当前我市各农贸市场的蔬菜、肉蛋
禽、水产品供应充足，且价格保持稳定。
粮油价格也相对稳定。市物价局监测数
据显示，列入监测的 48个常见蔬菜品
种价格有 36涨 1平 11跌，整体涨幅
6.
41%。价格涨幅较大的蔬菜主要有花
菜、冬瓜、青椒、茼蒿、丝瓜、茨菰等几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蕾 记者 葛维祥）11日，南
苑社区陈庄组有居民正在筹办满月酒，社区工作人
员获悉后，提前上门宣传劝导，向这家主人讲解禁放
规定及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经过一番劝导，该户居
民表示将积极配合禁放工作，取消了原定的燃放计
划。这是城南经济新区南苑社区攻防并举，抓好禁放
工作的一个缩影。
南苑社区是城南经济新区唯一一个禁放核心区
域。自启动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网格化管理行动以来，
该社区迅速调整工作重心，
从“宣传劝导”转换为“巡
查、值守”
，
班子成员齐上阵，每个责任区都安排禁放
网格员进行不定时巡查、定点宣传，稳步推进禁燃工
作。除了播放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相关音频外，
该社
区还在微信“朋友圈”积极倡议居民带动亲朋好友遵
守禁放规定，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家食品公司本想
在召开公司年会时，
燃放烟花爆竹庆祝一下，后经社
区禁放劝导员多次上门宣传，该公司负责人作出承
诺：
遵纪守法，
不再燃放烟花爆竹。此外，
该社区还利
用村镇信息化服务平台向广大居民发送禁燃短信
1530条，
出动宣传车全天候在辖区不间断流动广播
238次，
并利用微信向 71名群成员实时发送相关禁
放法律法规和反面典型案例。

种，主要是受节日因素影响，出现了量价
齐升的状况。
市物价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每
年“小年”过后，市场需求增加，主副食品
价格均有小幅上涨，但鉴于市场整体供
应充足，
涨价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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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烟花爆竹 共创文明城市

信息短波

春节临近，年味越来越浓。我市城乡居民利用休息时间，买春联、购年货，
欢
天喜地迎新春。图为市民购年货的场景。
王林山 摄

小棉袄暖了老太心
近日，周山镇志光村 84岁的孤
寡老人王凤英，喜滋滋地穿上了崭
新的棉袄，动情地对左邻右舍说：
“想不到与我素不相识的水利人，还
牵挂着我这个快要入土的人。他们
不仅为我送年货，还为我买新衣，真
要好好感谢他们！”
春节即将来临，市水利局根据
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最贫困家庭
帮扶工作的要求，扎实做好精准扶

贫工作。走访慰问中，该局相关负
责人与王凤英交流时，发现她衣着
单薄，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给
老人家买一件棉衣吧，这么冷的
天，不能冻坏身体。”第二天一早，
周山水务站的职工就赶到王凤英
家，将一件崭新的棉衣送到她手上，
并让她试穿下是否合适。王凤英看
着合身的新棉衣，脸上露出了幸福
的微笑。
张有松 陆业斌

卸甲镇 66.5万元“红包”暖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吴继原）连日来，卸甲镇党政
负责同志、镇村干部分别带着慰问金、慰问品进村
入户，走访慰问该镇困难老党员、贫困户、重病户、
重点优抚对象等，
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
据卸甲镇民政办负责人介绍，春节前，该镇在
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镇村干部累计向全镇
111户贫困户、76户困难老党员、284户重点优抚
对象、162户重大疾病户及残困户、12户贫困留守
儿童家庭发放春节“红包”
66.
5万元，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三垛镇领导慰问好村医杨宝森家属

拍卖公告
受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现定于
2018年 2月 28日上午 10点在
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位于高邮市
三垛镇茆吴村四组 (
原 使用权
人：江苏宝联建设有限公司)一
处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房屋建
筑面积约 9663.
4㎡，土地面积约
14650.
5㎡,参考价：
700万元。

!日前，在扬州市统战工作会议上，我市
市委统战部荣获扬州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
果一等奖、
统战理论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
统战
宣传工作二等奖、
统战信息工作二等奖。甜甜
!日前，扬州市民政局公布了 2017年度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名单，我市巾帼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中心、市灯具协会、市房地产业协
会、市保险证券担保行业协会、市春晖居家养
老助残服务中心等 5家单位被评为扬州 4A
级社会组织。
杨晓莉
!日前，临泽镇参加第二届江苏优质稻米
博览会暨五彩农业展示会，获省“味稻小镇”荣
誉称号。
杨晓莉
!日前，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韦秀军一行 5人来邮调研我市照明产
业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为我市推荐相关境
外展会。
王杨 翟甜甜
!12日上午，由市文广新局主办、文化馆
承办的“翰墨丹青”贺新春书画展举行开展仪
式。据悉，
此次展出的 60多幅作品均由市文化
玮玮
馆公益培训的学员创作。

（详见拍卖规则）。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单位凭营业执照
原件）及竞买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
100万元)
于 2018年 2
月 27日下午 3时前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账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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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
3210840401201000338482
）。逾期不予办理。
拍品展示时间：
2018年 2月 26日至 2月 27日
公司地址：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中心道、新 237省道旁
二手车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
0514—84605111、
13056324888
联系人：
陈先生
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

交警大队全警上路疏堵

确保春运春节期间城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 薛勇 李文朝）11日下
午，三垛镇党委书记杨朝友、统战委员周颖
昕、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陈永和一行来到
少游村，
看望并慰问村民的好医生杨宝森的
家属卢春香，带去新春的祝福，并送上慰问
金。
在卢春香的家中，
杨朝友详细询问了她
的生活情况及身体状况。在得知卢春香平时
都随女儿住在城里，
春节期间女儿也会回来
陪她一起过节时，杨朝友感到非常欣慰，并
与卢春香拉起了家常；
在得知卢春香心脏不
好时，杨朝友等很是牵挂，希望其女儿能尽
快带她去大医院检查并及时治疗。

临别前，
杨朝友再三叮嘱卢春香要保重
身体，与子女们过一个安详欢乐的春节。卢
春香对三垛镇党委政府的关心与关怀，深表
感激，并表示要与子女们过好幸福的每一
天，
不辜负党委政府的厚爱。
据了解，连日来，三垛镇组织镇村两级
干部集中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切实帮助
贫困家庭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确保贫困群众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该镇共有 40户最
贫困家庭、63户比较贫困家庭、
1192户低
收入农户和 308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目
前已全部走访慰问到位，
共发放慰问金和慰
问物品近 4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夏慧 明宝）随着春节
的临近，我市城区车流和人流量日益聚增，
为进一步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提高春
运、春节期间道路通行能力，交警大队全警
动员、全员上路疏堵，全力以赴确保春运、春
节期间城区道路安全畅通。
在时间上，该大队按时段进行具体安
排，
做到岗位定点，人员定位，
措施落实。针
对城区内易造成交通拥堵的地区，采取合理
调整上岗执勤时间，提高路面秩序执勤时间
的弹性力度,合理调整人员，科学用警；工作
期间以疏导为主，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为

辅，对一般和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或
者教育，对涉牌涉证、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一律按上限处罚，确保春运、春节
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让市民过一个
愉快的新春佳节。

春运
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