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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新闻人物
王 琦 1943年出生于高邮城区，是国内

外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医体质学创始人、中
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首席科学家、《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
专家……他创新构建中医体质学先河，创建和
发展了中医男科学，推动中医学科分化，制订
首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行业标准。

杨宝森 三垛镇少游村人，从事乡村医生
工作48年，爱岗敬业，心里始终装着村里的群
众，被当地群众誉为“老百姓心中的好医生”。
2017年6月10日上午，杨宝森永远离开了，
许多村民更是纷纷来到他的家中，向这位心中
的好医生叩头道别……杨宝森的事迹经过本
报报道后，引起了国家及省内外媒体的高度关
注，新华社、新华网、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
扬子晚报“扬眼”新闻、扬子晚报、扬州晚报、扬
州发布、新浪江苏以及 UC网、腾讯网等媒体
迅速跟进并作了长篇报道。

刘玉山 市公安局菱塘回族乡派出所所
长，从警十八年来，始终以维护回汉团结、护卫
一方平安为己任，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做好事。他个人曾被授予扬州市“先进工作者”
称号，被江苏省公安厅表彰为“优秀共产党
员”，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江苏省人民满意政

法干警及“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 3次，个人二等功 2次，个人一等功 1
次。5月19日，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张 锋 从事招商十余载，从我市早期的
“三全”招商、中期的“三业”招商到近期的“精
准”招商，不断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总结
推广本地招商好做法。2015年，他创新推动
“三重”“三专”“三特”招商，具体组织开展“五
定”网格式招商、定向全产业链招商及以企引
企和“二次招商”，得到扬州市主要领导批示肯
定，并转发各县市区学习借鉴。2017年被评为
扬州市“十大功臣”。

马建勇 市红星志愿者协会会长 ，网名
“小马哥”。自 2015年 11月 20日组建高邮
市红星志愿者协会以来，马建勇积极参与志
愿服务公益活动，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300多
场（次），2015年荣获高邮市宣传思想工作先
进个人，并获评扬州市“十佳志愿者”；2016
年获扬州市优秀志愿者、扬州好人提名奖；
2017年当选扬州市人大代表、高邮市政协常
委。在2017年9月下旬召开的第二届江苏志
愿服务展示交流会上，红星志愿者协会“勿忘
历史、致敬老兵”服务项目喜获志愿服务项目
最高奖金奖，马建勇同时荣获“江苏省百名优
秀志愿者”称号。

王海滨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我市周山
镇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诸新三村。2015年6
月16日凌晨1时45分许，他所居住的居民楼
着火。危急时刻，他冒着迎面扑来的浓烟和热
浪，一家一家地敲响了邻居的大门。由于呼喊
及时，邻居们安然无恙，他却全身 88%烧伤并
伴有吸入性损伤。王海滨的事迹被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中央电视台、上海电
视台、《新民晚报》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王海
滨被称为“中国好邻居”，并先后获得“上海市
见义勇为楷模”“感动上海年度人物”“上海十
大杰出青年”“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等殊荣。
2017年11月17日，王海滨在京参加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并握手。

胡兆明 菱塘回族乡王姚村胡庄组人，中
国驻克罗地亚大使，从高邮走出的第四位外交
官。1981年，从菱塘初中考上高邮中学，并以
全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
系。1991年进入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工作。1995年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机构的一
名工作人员，先后任“三秘”“二秘”。1998年，
回北京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任外交部亚洲司区
域合作处处长。此后在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
使馆、中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外交部新闻
司等重要部门工作。

陈景国 出生于南京，自从1973年进入高
邮师范读书后，一直学习工作在高邮。在高邮
这片沃土上，他辛勤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潜
心漫画创作，美誉冠中华。迄今已在国内外的
报刊上发表各类美术作品3000余幅，插图作
品20余本，获奖100余次。此外，多次参加全
国美展，并有作品在日本和台湾、香港地区展
出。今年6月，他获批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实
现了高邮美术史上零的突破。

张子昂 南海中学九（9）班学生，不仅学
习成绩稳居前列，在其他方面也要求自己尽
善尽美，全面发展。在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
学联秘书处、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举办的 2016
年度全国“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寻访活
动中，获得“最美中学生”殊荣。2015年曾荣
获“江苏好少年”、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
誉。

薛金培 扬州宇通服装有限公司车缝车间
主任，20年来，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精益求
精，从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成长为企业的车间主
任。2011年，获得扬州市服装技能大赛“技术
优秀能手”称号和“高邮市十佳技术能手”荣
誉；2013年被表彰为“高邮市劳动模范”；2014
年获得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又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十大新闻事件
1、2017年的首个工作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企

业家发展大会，邀请全市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业等
近500家企业的负责人相聚一堂，共同谋划推动企业
发展、高邮经济社会发展，市委书记勾凤诚在会上作了
题为《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开明开拓开放开阔”的高邮
企业家》的讲话。会上还印发了《中共高邮市委高邮市
人民政府关于高邮市企业家培育三年行动计划》，这在
高邮历史上是第一次。

2、我市创成国家卫生城市。2017年1月12日至
13日，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技术评估专家组来邮，对我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进行现场技术评估。2月4日，收到
《全国爱卫办关于江苏省高邮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技术评估结果的函》，我市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技术
评估。7月14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布《全国爱
卫会关于命名2015—2017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区）的决
定》，高邮正式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3、2017年 1月 26日，市纪委牵头，市委办、市政
府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破除中梗阻、弘扬
正能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为将专项行动落到实处，
根据市委主要领导要求，服务基层工作领导小组经研
究，决定开展高邮市“最难办事科室”评选活动。评选对
象重点为具有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的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共涉及 51个部门（单位）104
个科室（其中含28个执法大队）。

4、2017年11月19日，首届高邮艺术节开幕，文

体休闲公园启用。2017年10月28日第八届中国邮文
化节开幕，中国集邮家博物馆正式开馆。2017年4月
17日，第十三届中国双黄鸭蛋节开幕式暨产业合作商
机说明会隆重举行。

5、2017年4月26日上午9时25分，江苏传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A股发行上市敲钟仪式在大鹏湾
畔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这标志着我市主板上市企业
实现零突破。

6、2017年5月份以来，我市启动实施帮扶最贫困
家庭工作，最终遴选出411户最贫困家庭，精准制定了

“一户一策”帮扶方案，并印发了《关于做好最贫困家庭
精准帮扶工作的意见》；12月份，市委市政府又下发了
《关于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帮扶工作的意见》，明确
对全市在册管理并接受管理的六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进行个性化的帮扶。新华社、新华网、新华日报、新华报
业传媒集团“交汇点”、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等国
家和省内外主流媒体纷纷聚焦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全
方位介绍了我市实施精准扶贫，勇啃脱贫攻坚硬骨头
的经验做法、有力举措及取得的良好实效。

7、2017年 7月 18日，S333东段改扩建工程开
工、S611高邮段竣工通车、高邮金奥城市综合体项目
开工。S333高邮东段工程是省道公路网中苏中地区重
要的东西横向干线公路，也是连接省外的重要通道。
S611高邮段是高邮连接扬州的一条重要省际通道，不
仅缩短了高邮至扬州的距离，而且也是江淮生态大走

廊的重要通道。金奥城市综合体项目是集政务服务、五
星酒店、精品公寓、商务办公、高端住宅五大业态于一
体，总投资近 20亿元，是我市迄今为止单体投资体量
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8、2017年 10月 22日，从正在南京举行的
2017—2018年度全省基层党员冬训工作动员部署会
上传来好消息：我市首次摘取该年度省党员干部冬训
工作所有奖项。2016-2017年度我市党员干部冬训传
承坚持多年的“结对共训、城乡同学”经验做法，以“五
讲四行”推动“四堂”宣讲，在“三个结对”中深入开展
“八送活动”，践行“三个服务”，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共
识新成效，引领推进了“强富美高”新高邮建设。

9、2017年11月20日晚8时32分，江苏国信高
邮燃气热电联产工程 1号机组投产运行；12月 22日
下午3时58分，该项目2号机组也运行正式投产。江
苏国信高邮2×100MW 级燃机热电联产工程，是省
“十二五”能源规划的重点项目，也是扬州市“十二五”
重大投资项目。高邮燃气热电项目1、2号机组投入运
营后，可年发电13亿千瓦时、供热75万吨。

10、龙虬庄遗址被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
专项规划重点工程，并成为2017年扬州市文物保护利
用重点项目之一。2017年12月2日，龙虬庄考古遗址
公园项目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成
为此次江苏省唯一一处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名单的项目。

十大新闻事件提名
1、我市坚决打赢“263”专项行动主动仗，积极投身

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至 2017年 12月底列入 2017
年关闭计划的12家企业全部关闭，列入2018年关闭
计划的3家企业提前关闭；实施“十百千万”行动计划，
打造守护全域的清水走廊、安全走廊、绿色走廊。

2、我市成为江苏省第一家防震减灾示范县（市、
区）。自2007年以来，我市连续10年荣获全国县级防
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并多次获得国家防震减灾优秀
成果奖。

3、2017年4月起，我市深入开展“聚焦富民·村村
到户户访·有重点常联系”大走访大排查活动，全市所
有县处级领导和副科级以上机关干部近800人，走村
入户进企业，了解村情民情企情，突出了解低收入农
户、农村老党员、留守儿童家庭和空巢老人、重点上访
户、种养大户和致富能手、企业负责人、村便民服务中
心等“重点对象”，突出聚焦精准扶贫、创新创业、转变
作风等“重点问题”，密切了干群关系，踏实了富民之
路。

4、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重大市政工程
领域PPP创新工作重点城市名单》中，我市作为江苏省

唯一入列的城市，进入国家PPP“创新层”。PPP创新，
即重大市政工程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开展合作（PPP）
的创新。

5、2017年4月1日至12月1日，由综合补给舰
高邮湖舰与导弹护卫舰扬州舰、黄冈舰、舰载直升机等
组成的中国海军第二十六批护航编队，在圆满完成为
期8个月的远洋任务后顺利返回舟山某军港。高邮湖
舰不仅圆满完成了舰队支援保障任务，还首次向战乱
中的索马里邦特兰政府成功移交三名疑似海盗，开创
了中国海军的先河。

6、2017年5月8日至5月10日，中国新闻网、中
青在线、央广网、国际在线等全国 30余家重点网络媒
体的近 50位记者来邮，参加“全域旅游·相约高邮”全
国重点网络媒体走进高邮大型采访活动。据统计，3天
时间里，参加活动的全国重点网络媒体记者们通过各
自的网络平台，共发布近100篇报道，对高邮进行全方
位宣传。

7、2017年5月10日上午，江苏道爵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隆重举行道爵新能源汽车投产下线仪式。该
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电动汽车12万辆以上，项目达产

后可形成年销售56亿元以上。
8、2017年 5月 15日，省委以“推动改革落实，释

放发展活力”为主题举办第五期县委书记工作讲坛，市
委书记勾凤诚作题为《点点滴滴抓服务久久为功促落
实》的交流发言。时任省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对我市推行
的项目审批代办帮办制度以及通过改革实现的经济快
速增长给予点赞，对我市旗帜鲜明担当、区别对待使用
等严管厚爱党员干部的做法给予表扬。

9、2017年7月20日，北门瓮城遗址公园正式对
外开放，内部设立了北门瓮城遗址博物馆，为文化高邮
再添一处精彩的历史文物景点。

10、《中国影像方志·江苏卷高邮篇》10月25日在
CCTV10频道播出。《中国影像方志》属于史志体例的
特殊类型纪录片，是一部传承方志文化、纪录当代中国
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江苏卷高邮篇》为此次
央视首批播出的50集纪录片之一。该片以“邮”字为纽
带，用真实而细腻的拍摄手法，通过朴素生动的个人故
事，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我市风土人情、丰饶物产与时
代变迁等。

十大新闻人物提名
高金彬 我市疾控中心血寄地防科科

长，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二十多年，始终
奔波在荒滩孤岛，坚守在防治工作第一线。
在科技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2篇，其中 2
篇受扬州市政府表彰。4项研究课题被省卫
生厅立项，两项研究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2013年被确定为省第四期“333工程”第
三层次培养对象。2017年 1月成功入选“中
国好人榜”。

冯 臻 1985年 4月出生于高邮，现为
C919主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的高级工程师、C919飞机项目安全性可靠性
2级团队工程经理。2003年，成功考取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获得飞行器设计专业
的学士与硕士学位，随后加入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2015年、2016年，
获得中国商飞公司先进个人、C919大型客机
首飞劳动竞赛明星个人等荣誉。2017年5月
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他作为参加国

产大型客机 C919首飞的商飞公司员工代表
之一，见证了C919首飞。

居 涌 我市车逻镇居上庄人、国内著名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研究学者。从1984年开
始，踏上研究“梅派”之路，写了大量文章，填
补了不少梅兰芳研究方面的空白。2007年，
整理出版了《走进梅兰芳》文集，梅兰芳四子
梅葆琛题写书名，其弟梅葆玖作序。2014年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周年，其
撰写的《梅兰芳生平纪事》在“梅学”国际研讨
会上发放。

周荣池 我市作家协会主席、青年作家，
多年来，相继在文艺评论、古诗词、剧本创作
等方面进行探索。其中，《李光荣当村官》不仅
进入了“扬州市政府文艺引导资金项目”名
单，获得了 2014年扬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2017年荣获省“五个一工程”奖，为高邮获此
奖第一人。

苏若兮 本名邵连秀，中国作协会员，

2004年开始尝试创作诗歌，2010年出版个
人诗集《缓解》，多年来，其创作的多部诗歌作
品被省内外知名文学期刊刊登，在我市乃至
扬州业界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江苏省第六
届紫金山文学奖评选中，凭借诗歌集《扬州
慢》荣登诗歌奖榜单。

马玉彪 水部楼社区居民、退休教师，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今年 3月，主动向高邮镇
镇党委、政府提出参与全镇困难户走访调查
活动，走访了 10个社区 100多户困难家庭，
写了 6000多字的走访调研报告供镇党委参
考决策。市委市政府发布《最贫困家庭帮扶
社会募捐倡议书》第二天，他冒着高温来到
银行，将 800元爱心款汇入捐款指定账户
中。

邵升平 卸甲镇潘阳村人。自幼残疾，一
直与轮椅为伴。2015年，他接触冰壶运动，勤
学苦练，并先后在 2016年、2017年全国残疾
人冰壶锦标赛中荣获第六和第四的好成绩。

今年，成为全省的唯一选手被选入国家队。
杨国银 龙虬镇大树村村党总支部副书

记、妇女主任，30多年来，虽然家境普通，却
依然尽最大能力去关心、帮助村里那些需要
帮助的困难群众，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村里谁家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她更
是了如指掌，她是村孤寡老人的“女儿”，更是
村里最贫困家庭的“守护者”。

王道春 高邮人，今年 92岁，热爱生活，
心态平和，爱骑车，爱旅游。为了走出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他曾骑单车到过扬州、泰州，乘
大巴游过南京、上海。前不久，他又乘火车到
北京，游览了天安门、故宫等处。

钱 进 第二中学语文教师，20多年探访
询查著就《发现扬州》，该书以扬州钩沉、盂城
春秋、宝地流韵和仪征山水“四大篇章”共计
二十三节，分别介绍了扬州、高邮、宝应和仪
征等地的历史、地理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