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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邮政办发[2016]212号、邮政办发[2017]82号文件规定，目前我市市区中等偏下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主要条件为：申请人具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 3年以
上；家庭人均月收入 1800元以下；申请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18平方米以下。为确保公共
租赁住房政策落到实处，现将下列初审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请广大群

众给予监督，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局反映。
监督电话：84608312 地址：蝶园路 52号

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8年 7月 11日

高邮市 2018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家庭情况公告（2）

为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市创建
办日前印发了《高邮市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考核办法》，
对进一步提升和规范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根据考核办法管理规定，7月 9日由市委督查室、市政
府督查室联合市文明办、市级机关工委、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成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考核小组，对 7月 9日早高
峰期间各单位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岗点和各主要路口、路段
民警执勤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各主要路口、路段均有民、辅警在执勤

执法，大部分单位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点到岗、到位情况较
好，道路秩序总体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个
别路口民、辅警到岗时间稍迟，主要为农村中队参与城区
承包路口路段执勤，因路途较远所致。部分文明交通志愿
者着装、站位不规范，不积极履职，相应岗位民、辅警未予
指导并提出要求。个别路口红绿灯缺失或损坏，城市商务
大厦路口无移动红绿灯，虽有执勤执法力量，但路口秩序
较乱。部分路口因基础设施及标志标线不完善，群众时有
违法现象。部分路口路段因管理力量不足，非机动车逆行

现象较为严重。部分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岗点存在志愿者未
全部到岗、无志愿者在岗现象，以及个别到岗志愿者未穿
戴志愿服务装备，或 2至 3人扎堆、或看手机现象。另外，
经电话反馈，有个别单位对常态化志愿服务的要求存在理
解误差。

现将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检查情况进行公布，公布
的目的在于让广大市民参与、监督我市文明城市创建的各
项工作。请各责任单位对照检查发现的问题即时整改，开展
自查自纠活动。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检查情况反馈

岗点名称
责任单位

备注 岗点名称
责任单位

备注
责任单位 应到人数 检查时间、到位情况 责任单位 应到人数 检查时间、到位情况

北海路口 蝶园岗
世贸岗 秦谷岗

宋庄路路口 怡嘉天下路口
新华西路路口 锦江岗
东塔岗 财保岗
实小岗 中市口岗

商务大厦岗 瓮城岗
车站岗 水榭华庭路口
公安岗 建行岗
高榭岗 花湾路路口
武安岗 沿河岗
金通岗 设计院岗
国雄路口 珠湖岗
加洲岗 职中岗
市府岗 邮卸岗

文广新局 4 7：48，4名志愿者执勤 水利局 4 7：55，2名志愿者执勤
市监局 4 7：43，4名志愿者执勤 交通局 4 7：49，1名志愿者执勤 看手机
国税局 4 8：07，4名志愿者执勤 发改委 4 7：42，1名志愿者执勤 看手机
教育局 4 8：03，4名志愿者执勤 广电台 4 8：27，无志愿者执勤
人社局 4 8：00，4名志愿者执勤 财政局 4 8：26，无志愿者执勤
房管局 4 7：59，4名志愿者执勤 卫计委 4 7：54，无志愿者执勤
地税局 4 8：11，4名志愿者执勤 民政局 4 7：50，无志愿者执勤
法  院 4 7：35，4名志愿者执勤 3人扎堆 江苏有线 4 7：47，无志愿者执勤
公安局 4 7：35，4名志愿者执勤 农  委 4 7：47，无志愿者执勤
高邮镇 4 7：30，4名志愿者执勤 经信委 4 8：30，无志愿者执勤
高邮镇 4 7：31，4名志愿者执勤 国土局 4 8：04，无志愿者执勤
农机局 4 7：46，3名志愿者执勤 城建局 4 8：01，无志愿者执勤
开发区 4 8：21，3名志愿者执勤 供电公司 4 7：40，无志愿者执勤
开发区 4 8：18，3名志愿者执勤 检察院 4 7：36，无志愿者执勤
建管局 4 8：09，3名志愿者执勤 环保局 4 7：34，无志愿者执勤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岗点检查情况

1 吴术 未婚 1 武安 高邮市孙厂二巷10号 无 低保 22 何玉金 张志芳 6 北海 高邮市北海新村29-106室 无业 494

2 许爱琴 离异 2 御码 高邮市凤凰桥30号 高邮市天马燃料有限公司 1700 23 华彬 离异 2 大淖 高邮市滨河花园3-401室 高邮市经纬纺织有限公司 1209

3 周济 离异 2 水部楼 高邮市玉带园一区8-414室 扬州圣迪电动车有限公司 700 24 赵玉峰 翁锦红 3 南海 高邮市南海二区9-201室 江苏创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764

4 张红兰 沈汉林 2 御码 高邮市中山路471号 高邮市永发机械有限公司 961 25 秦小玲 离异 2 大淖 高邮市文游新村44号 扬州路通线缆厂 1425

5 秦奇志 离异 2 奎楼 蝶园路奎楼新村14-203室 高邮市王加明中医诊所 1300 26 刘毕 徐兰娣 3 御码 高邮市北小巷19号 打工 1067

6 计中俊 李晓莹 4 奎楼 高邮市前观巷25-8号 高邮市宏泰燃气有限公司 1200 27 吴孝红 离异 2 水部楼 高邮市虹桥1号 高邮市蝶园家政服务部 1150

7 姜开玲 赵玉明 3 奎楼 高邮市小巷28号 高邮市天有玩具有限公司 1249 28 柏苏兵 离异 2 月塘 高邮市繁荣路28号 高邮市亮洁保洁有限公司 1375

8 赵定凯 丧偶 2 新联 高邮市钱家巷7号 高邮市张记酒楼 1425 29 孙勇 离异 4 水部楼 高邮市玉带园二区3幢608室 无业 827

9 葛玉峰 离异 1 北海 高邮市北海新村10-403室 高邮市绿雅物业有限公司 1500 30 卞芙蓉 范钦 3 北海 高邮市北海路50号 高邮市金福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662

10 张长松 离异 2 大淖 高邮市陈家巷32号 高邮市庆宝斋古玩店 1650 31 张劲松 朱庆艳 3 月塘 高邮市奎楼15-204室 高邮市协鑫物流有限公司 1500

11 管在玲 离异 2 武安 高邮市赵庄组54号 高邮市创辉服饰有限公司 1360 32 朱广华 凌仲桂 2 北海 高邮市复兴街35号 退休 1549

12 周长民 冯云红 3 新联 高邮市公园巷48号202室 江苏富裕达粮食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866 33 范丽军 王根兰 4 御码 高邮市左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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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 高邮镇镜片厂 971

13 郑春霞 离异 2 大淖 高邮市端午路3号 高邮市十八鲜酒楼 900 34 杨俊峰 王敏 3 大淖 高邮市油坊巷22号 扬州泰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316

14 华玉春 潘秀琴 3 御码 高邮市柳园路4号 高邮市加洲阳光大酒店 960 35 卞红林 离异 1 月塘 高邮市人民路陈家巷25-3号 江苏美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00

15 韩晓鹏 离异 2 御码 高邮市北门西后街24号 病退 1311 36 王建华 陈桂芳 2 月塘 高邮市东台巷215-3号 高邮市扣喜鞋材有限公司 1500

16 叶建国 刘长美 3 月塘 高邮市东台巷153号 高邮市城管局协管员 800 37 华庆香 离异 2 康华 高邮市烟雨路二区2幢301室 家政保洁 900

17 吕桂宝 尤兆英 2 大淖 高邮市通湖路水三22号 退休 1525 38 俞雯 离异 2 康华 高邮市小巷63号 汇富金陵大酒店 1250

18 杨安梅 未婚 2 月塘 高邮市文游中路16-501室 江苏双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60 39 毕金龙 郭玉华 3 新联 高邮市公园巷45号 搭三轮车 1800

19 孙萍 离异 2 高榭 高邮镇富民路46号 高邮市金喜善窗帘门市部 1000 40 林剑钧 唐在梅 3 大淖 高邮市小淖河边37号 高邮市秋实建材门市部 1216

20 董庆桃 刘素红 3 月塘 高邮市文游中路95号 中通快递 1067 41 王琪 离异 2 月塘 新河北路一巷26号 高邮市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830

21 汪晓洁 曹本胜 2 水部楼 高邮市玉带园二区18-301室 高邮市东方邮都担保有限公司 1700

http://www.gytoday.cn
http://tg.gytoda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