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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邮城劲吹好人之风

“小高考”明年作重大调整

“‘高邮好人’大家选”微信投票活动受到广泛关注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律 记者 管玮玮）
一群素不相识的女子组成阳光天使妈妈
团 4年 来 用 无 私 的 爱 关 心 呵 护 困 境 儿
童，一位老师身患尿毒症每天三次腹透
坚持上课，还有一位不顾安危勇救落水
老人的普通村民……一个个鲜活明亮的
形象，一个个饱含人间大爱的故事，在这
个明媚的秋日里，感动着古城高邮人民
的心。
我市第七届道德模范（高邮好人）网
络投票，自 9月 16日于“文明高邮”微信
公众号推出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积极参与。一时间，微信公众号的
点击量持续不断攀升，在短短半个月的
时间里，先后有 18万多人次为自己心目
中的“高邮好人”投票，并有上万网民在
留言板进行留言。一位名叫“清风”的网
友在留言板上说：
“ 因为名额的限制最终
只有十位入选，但是没有入选的也是好
人，希望你们不要在意。不是你们不优秀

而是我们无法取舍，平凡的生活中因为
你们而感动，好人一生平安，这可能是每
一个投票者都想说的话！”一位网名为
“临泽羊文化临邮……”的网友也说：
“高
邮好人，所有高邮人的榜样。在这个社会
上，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
据了解，本次我市举办的高邮好人推
选工作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的原则，采取组织推荐和群众推荐
相结合的办法。在有效截止期内共收集
到各类好人的推荐报送信息 344件，符
合要求的高邮好人人选 171人，经过初
评，筛选其中 42名个人（团体）进 入 复
评。在初选基础上，经纪委、市监、税务、
公安、法院、信用办等部门进行政审。经
政审合格，复评确定 30名候选人员，在
“文明高邮”公众号开展为期半月的“‘高
邮好人’大家选”微信投票活动，经过 15
天的网络推选，最终在“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个类别中分别选取得票最高的两名个人
（团体）共十名人选为“网络人气奖”，他
们是：陈秋菊、张洪忠、倪道权、林文清、
房学鑫、时金山、王伟、陈长海、王连第和
陈春梅等 4人团体 （包括陈凤兰、陈春
兰、陈桃英）。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第
七届道德模范（高邮好人）评选委员会，将
综合各方意见和建议，结合此次网络投票
结果进行全面评选，最终评选出第七届道
德模范(
高邮好人)
的获得者和提名奖，并
进行表彰。下一阶段，
我市还将把部分“高
邮好人”的先进事迹在基层进行广泛宣
讲，并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进
行多种方式演绎，让好人走进公众视线，
走进你我身边，带动大家存善心、行善举、
做好人，为我市着力开展的聚文化人工程
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道
德支撑。

!成绩呈现方式不再划等级
!取消见
“A”加分鼓励性规定
本报讯（记者 玮玮）记者从市教育部门获悉，9
日江苏省教育厅正式对外发布，从 2019年起，我省
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方案作出部分调整，主要
就是调整“小高考”
（即：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呈
现方式和加分政策规定。
据悉，此次改革，在成绩呈现方式上，主要的变
化是由原来的 ABCD等级呈现为合格、不合格呈
现；在加分政策上，对 2019年参加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必修科目测试的学生（即参加 2020年及以后
高考的学生）取消“见 A加分”政策。同时，对于今
年已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的学生
（即参加 2019年高考的学生）所获得的加分，仍予
以承认。
对于江苏省此次调整原有“小高考”方案，我市
教育界许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取消“见 A加
分”
政策和改变成绩表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
学生在小学科上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负担暂时稍微
减轻。但同时也会加剧学生在语数外的竞争，他们会
拼得更凶。

我市“四式”联动规范农药经营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志国 杨大伟 记者 陆业斌）日
前，
我市采取“四式”联动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开展农
药管理“回头看”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的农药经营市
场氛围。
“重点式”监管。市农委农药管理科，重点对城区
的批发商进行监管检查，从源头上把控农药质量，断
绝无证经营户的货源，
净化农药经营市场环境。“回
访式”告知。各乡镇（园区）农业中心农药监管负责
人，对本区域的所有农药店在前期发放告知书的基
础上，进行再次回访，再次告知守法经营的相关事
项。
“地毯式”巡查。市农委农药管理科按照分乡镇的
方式进行集中巡查，重点检查持证农药店的不规范
经营行为以及违法经营禁限用农药、假农药、劣质农
药等行为，对不符合规范的农药经营户下达限期整
改通知书。
“点穴式”执法。市农委农药管理科牵头，
联合市农业执法大队、
各乡镇（园区）农业中心，对群
众反映较为强烈的乡镇（园区），进行重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打击无证经营农药行为。
通过开展“四式”联动“回头看”工作，共计发放
限期整改通知书 23份、行政指导建议书 3份，打击
无证违法经营农药 4起，较好地维护了全市农药经
营市场的秩序。

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
城市东扩战
略，东区配套
设施日益完
善，如今一座
崭新的东城呈
现在人们面
前。图为昨日
清晨，市民在
世贸广场集体
健 身 的 场
景。
王林山 摄

龚定煜作品入选“画说运河”创作展

迁坟通告
本报讯（通讯员 胡金雁 记者 晓晖）为期
一周的“画说运河——
—江苏美术家采风写生
创作展”
9日在江苏艺术剧场开幕。我市著名
画家龚定煜作为我市唯一的美术家代表应邀
参加本次活动，
并展出了其国画作品《中国大
运河——
—高邮运河明清古道》。
—江苏美术家采风写生创
“画说运河——
作展”是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精心组织的年

度重大美术项目，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江
苏段的一项重点工程，汇集了省内极具实
力的老中青三代美术家。龚定煜展出的《中
国大运河——
—高邮运河明清古道》，长 10
米宽 1米，是近年来我市创作的规格最大
的作品，内容包含运河沿线高邮境内的遗
产点和文物点，反映了高邮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运河儿女高邮人特有的精神气质。

高邮市城市取水口调整工程是我
市一项重点民生工程，输水管线经过
高邮经济开发区花王村二组 （头闸干
渠东侧，金三角向南至二水厂），沿线
的坟墓在 2018年 10月 18日前要进

行迁移，逾期将视无主坟处理，
请沿线的墓主
积极配合工程施工。
联系人：朱主任
联系电话:
15161826580
高邮市水务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邮市经济开发区花王村村民委员会
2018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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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 节约大量资源
作者 陈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