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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好
“三分地” 大胆走出去

社保缴费基数 7月起调整
本报讯 （通讯员 夏滢 孙健 记者 杨晓莉）日
前，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根据省、扬州市文件精
神，
从今年 7月 1日起，我市将对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进行调整。
据了解，此次我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方
案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月缴费工
资上限由 18171元调整至 19935元，月缴费工资
下限由 2800元调整至 3125元；个体工商户和灵
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由 2800元
调整至 3125元。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
缴费基数同步调整，其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按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上述规定，
从本月起，
参加我市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自由职业人员，养老保险月最低
缴费金额将由 560元调整至 625元，医疗保险月
最低缴费金额将由 280元调整至 313元。

我市上半年农机跨区作业收入近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贾海涛 记者 陆业斌）
日前，市龙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建州喜滋滋地告诉记者，从 4月份开
始，合作社组织 40多台机具，南征北战，
收插耕翻，跨区作业，到 6月底每台机具
作业收入 7万元左右。市龙舟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组织外出作业，仅仅是我市农机
跨区作业的一个缩影。据农机部门初步统
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机跨区作业实现收
入近亿元，为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
农机跨区作业虽不是新鲜事物，但我
市农机部门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农民增
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利用我市创建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水平提高的契
机，动员全市农机合作社和广大农机手，

在种好自家“三分地”的同时，大胆走出
去跨区作业“赚外快”。2日下午，周山镇
金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金平
高兴地告诉记者：
“ 今年夏收夏插期间，
合作社到安徽跨区作业几天，就赚回了
70多万元。”
在组织实施农机跨区作业过程中，市
农机局强化优质服务，积极做好安全生
产保障。农机手外出跨区作业之前，市农
机局管理科和监理所组织技术人员，上
门对机具进行年检年审，现场填写发放
《跨区作业证》；同时，市农机局利用移
动、联通农机信息平台，向每一位农机手
发布跨区作业信息、作业安全事项等。市
农机局和各乡镇园区农机站，分别成立

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及时处理
农机手遇到的难题，确保全市农机跨区
作业的有效开展。
由于农机部门组织有力、服务到位，合
作社农机手吃苦耐劳、精心作业，全市农机
跨区作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上半年，全市
参加农机跨区作业的各类农机具达 1490
台次，跨区作业面积达 150多万亩。其中，
参加跨区作业的收割机达 690台次，跨区
机收割面积 135万亩；跨区作业插秧机 85
台，跨区机插面积 2.
1万亩；跨区机耕作业
大拖 410台，跨区机耕面积 14.
2万亩。我
市跨区作业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江西、
安徽、湖北、河南、上海、东北等地区，覆盖
了祖国大江南北。

加快快递人才培养——
—

我市设立现代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

我市昨日“出梅”迎来“桑拿天”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李炜安 记者 杨晓莉）日前，
由市邮管局联合扬州职业大学、高邮中等专业学
校共同建立的高邮市现代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
正式成立，由两学校开设的邮政管理专业（3+2
）
大专班正式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通过此举
进一步加快邮政快递人才的培养。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
物流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
为全
面落实《省邮政管理局、省教育厅关于加快发展邮
政行业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
全面提升邮政快递
行业人员综合素质，满足邮政快递业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市邮管局积极推动校企合作，经多次协
商，经省邮管局、教育厅审批同意，与扬州职业大
学、高邮中等专业学校签订联合办班协议，其中高
邮中等专业学校首次设置邮政管理大专专业，首
批招生规模 30人。
据了解，
下一步，市邮管局还将根据快递企业
发展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开展企业在职人员“订单
式”跟踪培训，帮助快递企业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质和管理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全慧 记者 杨晓莉）
昨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我市于 7月
10日正式“出梅”
，出梅后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
我市将进入盛夏晴热高温时段，午后仍
多雷阵雨天气，
最高气温超过 35℃。
今年我市于 6月 25日入梅，较常年
（6月 19日）偏晚，
7月 10日出梅，出梅正
常。总体来说，今年梅期偏短，较常年少 6
天，梅雨量偏少，市区梅雨量 102.
2毫米，
比常年（247毫米）少近 6成。同时，今年为
非典型梅雨，
降水不连续，
主要有四次降水
过程，
分别为 6月 28日、
6月 30日、
7月 2
日以及 7月 5日至 7日。梅雨期内局地对
流性天气强，短时雨强大，
7月 5日至 6
日，
全市出现区域性暴雨，
过程最大降水量
167.
9毫米。
未来两三天，受今年第 8号台风
“玛莉
亚”外围影响，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局部
地区有小阵雨，
高温气温达到 35℃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
“出梅”后，我市即进入
盛夏晴热高温天气，但局地仍有强降水和
午后雷阵雨以及台风，广大市民朋友在防
暑的同时，
仍要防范台风、
高温、雷电、局地
强降水、
短时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

9日上午，来自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 1
0多位大学生来到市儿童福利
院开展“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大学生们与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
唱歌游戏、一起表演节目，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为孩子们带来欢乐，院里充满
着欢声笑语。
晓莉 摄影报道

隋丽娟作客
“扬州讲坛”
—
——

深度剖析“曾国藩的成功智慧”
传授传统技艺，将中国玉雕艺术发扬光大——
—

玉雕大师王金高受聘地大导师
本报讯（通讯员 钱大丰 记者 周雷
森）因在玉雕创作领域成绩斐然，日前，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国玉雕大工匠、
扬 州 市 非 遗 项 目“ 扬 州 玉 雕 ”代 表 性 传
承人王金高被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研
究生院聘为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的校外导师，他将为学校学生传授传统
技艺。
王金高是高邮人，18岁开始学习中
国传统工艺玉雕的设计和制作，先后师

从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焦一鸣和当代
著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毅进，深得两
位大师真传。他注重在作品造型和局部
刻 画 上 下 功 夫 ，既 继 承 传 统 ，又 求 变 求
新 ，形 成 了“ 精 致 典 雅 ，清 秀 沉 稳 ，简 洁
端庄”的个人艺术风格。为保护和传承
扬州玉雕技艺，他创办高邮市金阳高照
玉雕工作室，带徒 10多名，他们均能独
立完成制作加工任务，有的已自立门户
开起了玉器作坊，有的已成为玉雕技术

骨干，每人都有作品在全国玉雕评比中
获奖。
2017年 11月 2日，王金高带着活环
麻花手镯、福满乾坤瓶等作品，走出国门，
参加法国巴黎卢浮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向世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和理念，传播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增进世界
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同。
对于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院
聘为校外导师，王金高说，中国玉雕历史十
分悠久，玉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一名玉雕领
域的创作者，希望能够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经验传授给学生们，同时也希望在年轻人
那里感受到青春活力，将中国玉雕艺术不
断发扬光大。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7日下午，海南师范大
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
坛》知名主讲人隋丽娟应邀作客
“扬州讲坛”，主讲
“曾国藩的成功智慧”。 当天《高邮日报》30名热
心读者乘坐本报与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共同组织的
公益文化专车，前往扬州聆听讲座。
讲座伊始，隋丽娟就为现场观众简要介绍了
曾国藩整个人生的四个重要阶段。随后，
在回顾
曾国藩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成功智慧时，隋
丽娟表示，他的成功智慧可以归纳为：自我完善的
理学情怀；敢于冒险、勇于担当的精神；韬光养晦、
大功不居的思想觉悟。
在讲座结束前，隋丽娟还与观众们交流了曾
国藩为学、为官之道对现代人的一些启示。
“那便
是：做人要低调，做事要开阔；资质平平者一样可
以成就大事业；贫寒子弟也可以取得大成就。”

第三届“少游杯”
诗词大赛征稿启事
三垛镇是秦观故里，千年古镇，历史悠
久，文化深厚，先后创成“江苏省诗词之乡”
、
“中华诗词之乡”
。近年来三垛镇变化日新月
异，经济和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为弘扬中华
诗词文化，传承少游诗词之风，讴歌盛世和
谐之气，抒发爱乡爱民之情，传递社会正能
量，特举办第三届“少游杯”诗词创作大赛，
征稿事项如下（以此次征稿启事为准）：
一、
主办单位：
高邮市诗词学会
中共高邮市三垛镇委员会
高邮市三垛镇人民政府
二、
协办单位：
扬州市亮金不锈钢有限公司

高邮市盛鑫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宏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扬州金辰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高邮市江山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三、大赛主题：
体现三垛历史文化，民情民风，经济发
展，社会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
歌盛世和谐之气，抒发爱乡爱民之情，传递
社会正能量；体现文明城市和卫生镇创建之
热情。
四、征稿体裁：
传统格律诗词，每人限投诗词各 1—2
首，如用新韵，请注明，新旧韵不得混用。来
稿一律要求原创，严禁抄袭剽窃，文责自负。

五、
征集范围：
全国范围内诗词爱好者。
六、
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18年 7月 31日。
七、
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奖 3000元；二等奖 2名，
各奖 2000元；三等奖 3名，各奖 1000元；
优秀作品奖 6名，各奖 500元。对获奖人员
颁发证书和奖金。参赛者多篇作品获奖，只
取最高奖项。
八、投稿方式：一律以电子文稿发至三
垛镇文化站吕守松收，电话：13805257553，
电子邮箱：1965119148@qq.
com，注明“少
游杯投稿”。所有作品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详细地址、身份证号、邮编、
联系号码等。
九、评审：主办方将组成评审委员会，对
来稿进行集体评审，
确定等次，
评审结果将于
2018年 8月 10日前在高邮诗词网发布。
十、注意事项：参赛作品一律不退，请自
留底稿，所有作品，举办单位有权使用，不另
付稿酬,获奖作品将在《少游乡韵》刊载或选
送《高邮诗词》等刊物刊载。
十一、组委会：本活动成立组委会，解释
权属组委会。
欢迎广大诗词爱好者踊跃参加，积极投
稿。
三垛镇
“少游杯”诗词大赛组委会
二 0一八年七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