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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33省道高邮东段改扩
建工程建设需要。为确保施工质
量 及 安 全 ， 需 对 X306县 道
K7+700-K11+600段落实施全
封闭施工，现公告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X306县
道 K7+700-K11+600段落。
二、封闭时间：
2018年 12
月 4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通 告
三、封闭施工期间，除本工
程施工车辆外其它一切机动车
辆与行人不得通行，私自通行者
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工程损失
及行为后果。

四、封闭施工期间，过往机
动车车辆与行人请绕道老
S333、S264、决心路、X202等路
线，给沿线群众和过往车辆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高邮市交通运输局
2018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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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特殊困难群众慈善资助申报启动
2019年 1月 10日截止
本报讯 （通讯员 居宏华 记者 杨晓
莉）日 前 ， 市 慈 善 总 会 下 发 关 于 做 好
2019年春节前“春风送温暖”专项慈善资
助申报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春节前特殊困
难群众慈善资助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
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月 10日。预计今
年发放春节前特殊困难群众慈善资助金
100万元左右。

为更好地帮助部分困难群众过上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近年来，每年春节前，
市慈善总会都会对全市特殊困难群众开
展一次专项慈善资助活动，每次受助人数
均在 300人左右。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特殊困难群众
慈善资助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最贫困家
庭、低保户以及目前尚无自救能力家庭、

因重大疾病或因天灾人祸引发的特殊困
难家庭户。具体分为重大疾病需救助对
象和因暂时特殊情况需救助对象，其中
重大疾病需救助对象为家庭和个人自付
医药费达 4万元以上 （含 4万元） 的大
病患者，器官移植患者；特殊情况救助对
象为因天灾人祸引发的无自救能力的困
难户。

昨 天 上 午 ，常
州市金坛华罗庚艺
术团在我市秦邮实
验小学举行儿童剧
《青铜葵花》进校园
巡演活动。这部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出
品，江苏省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促进会
与“童声里的中国”
少儿艺术创研活动
基地共同承制的儿
童剧将在我市 6所
学校进行演出，把
学生带进 《青铜葵
花》的剧情世界，让
他们与青铜、葵花
一起经历“挫折中
的成长”
。图为演出
现场。管玮玮 摄

第九轮文明养成教育问题集中交办
本报讯（记者 子杼）5日上午，市文明城市创
建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就第九轮文明养成教育（脏
乱差现象和不文明行为整治） 需要整改的问题进行
现场交办。
据悉，第九轮文明养成教育需要整改的问题主
要包括老城区线路整治，服装加工小作坊“门前四
包”管理，城区小理发店、
足疗店门口乱晾晒，农贸市
场周边经营秩序混乱，城区垃圾桶分类密闭不到位，
高邮镇高谢路出店经营现象严重，老酱醋厂内环境
整治，江南明珠苑楼道杂物乱堆放、车辆乱停放，北
澄子河北岸乱搭建、
乱晾晒以及馆驿路（盂城路至蝶
园路）两侧店外出摊等 10个问题。
会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和“一镇两区”
要敢于动真碰硬，以更大的力度攻堡垒、攻难点、拔
钉子；对同质化问题通过建章立制加以解决，
不能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善于创新方法，
寻找解决“疑难杂
症”的有效途径；超前规划，通过制度建设、队伍建
设、
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扎实举措解决创建中的顽疾，
确保标本兼治。
会议还对第八轮文明养成教育问题督查情况进
行了集中通报，并对第七轮和第八轮未通过评审的
4个点位问题再次集中交办。

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江都好人书屋”在宝塔小学揭牌

（上接一版）从此，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航道通航状况不断改善，谱写
——
着力向建设对外快速通道转变，省道 333 “水路曲”
。近年来，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
西段、
8.
44公里的高邮湖特大桥、
42.
9公
设呈现出公路、航道同时发展的大好局
里的国道 233高邮段、省道 611沿湖大
面。投资 3.
65亿元，
全力配合运东船闸扩
道、
界首运河大桥（我市第一座斜拉桥）先
容改造，设计年通过量 7000万吨，单船
后建成通车，进一步提高了我市对外通畅
1000吨。截至 2015年底，高邮境内航道
水平。还有正在建设的 333省道高邮东段
总里程达 630.
90公里，其中等级航 道
改扩建、通扬线航道改造工程、京沪高速
310.
40公里（干线航道 54.
35公里，支线
应急先导段工程等一批重点交通基础设
航道 241.
90公里），有效地促进了我市水
施项目的实施，使高邮“接轨沿江、打通东
上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
西、
融入宁镇扬、构建大交通”的发展目标
——
—运输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
奏响
正逐步得以实现。
“进行曲”
。2004年通过市场方式配置资
——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一路凯歌”
。 源，成立了 4家出租车公司，投放出租车
“十二五”期间，完成镇村公交配套道路
辆 337辆，
开创了我市出租车市场的新纪
205公里、改造乡村公路危桥 672座、建
元；通过引资，成立了城市公交公司，开通
设乡村公路安保工程 1045条、创建美丽
了城区 7条公共线路；2014年成立了高
乡路 564公里。截至 2015年，
乡村道双车
邮市公交客运有限公司，购置 116辆城市
道公路比例达到 8.
47%，三级以上农村公
公交车，
其中清洁能源公交车 86辆，新能
路里程达到 559.
69公里，
为镇村公交以及
源纯电动公交车 30辆。目前，
我市共开通
城乡客运班车安全通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11条公交线路，其中城市公交线路 6条、
——
旅游专线 1条、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 4
—连淮扬镇高速铁路高邮段开工建
条，公交总里程达 210公里。与此同时，我
设，
唱响
“铁路歌”
。2015年 10月，
连淮扬
市货运经营业户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
镇铁路高邮段全线开工建设，全长 44公
目前，道路货运业户 5593户、货运车辆
里，
在高邮境内途经界首、
周山、
龙虬、
开发
6538辆；水运业户 17户、货运船舶 568
区、
高邮镇、
城南新区、
卸甲等 7个乡镇、
园
艘；现有物流企业 40多家、100多条物流
区，
设高邮站、
高邮北站 2个客运站。

线路辐射全国。
改革没有
“休止符”
交通发展永远在路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下，发展的列车已驶向“十三五”时期，
高邮未来交通运输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即
以打造“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
平安交通、民生交通、法治交通”六个交通
为抓手，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着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全面增
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交通运
输“先行官”作用。
到 2020年，我市交通将着力建设“公
铁水空”一体化交通新格局，构建“一铁一
空”
“ 两水两高”
“ 三横三纵一射”交通路
网，至“十三五”期末建成连淮扬镇铁路、
开工建设高邮通用机场、京沪高速扩容工
程、宁盐高速公路、125省道，提升改扩建
344国道、
333省道、264省道、352省道，
加快打造“长三角两小时、宁镇扬一小时”
快速交通圈，为实现建设“经济强、百姓
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新高邮，当
好先行、
做好保障。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 通讯员 杨丽）日前，市宝
塔小学校园内爱心飞扬、
暖意融融。江都区小艳子志
愿者协会代表与我市教育系统“育心培根”志愿者服
务队代表共同为刚刚在该校筹建成功的“江都好人
书屋”
揭牌。
据悉，
“江都好人书屋”是由江都区小艳子志愿
者协会发起筹建的全国首家以好人命名的公益书屋
项目，
旨在为有阅读需求的中小学生送去精神食粮，
满足他们对课外读物的渴望。几年来，该协会已先后
在青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安徽省陈桥洲民族小学以
及新疆新源中学等地援建了 10多所“江都好人书
屋”，并为当地的学校捐赠了各类图书 20000多册，
直接受益学生达到 5000多人次。
此次，江都小艳子志愿者协会在我市宝塔小学
筹建的“江都好人书屋”
，不仅为学校的孩子提供丰
富的课外阅读书籍，
还会定期举办交流会，邀请好人
代表走进书屋，与学生交流、分享好人故事，传递向
上向善正能量。

信息短波
◆近日，
2018江苏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知
识大赛结果揭晓。经过两天激烈角逐，
由我市
中医医院徐晓莉、
贾博、
聂晨三名医生组成的
扬州市代表队二队获得团体优秀奖。 陈进
◆近日，
卸甲镇组织党政负责同志、部
门负责人、各村(
社区)
支部书记、民兵营长
等前往市国防园开展“军事日”活动，接受
国防教育培训。
吴继原

教育系统 11月份获奖喜报
!南海中学“邮驿式学习”项目亮相全
国教博会。11月 12日，
第四届中国教育创
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以
“汇聚·碰撞·变革”为主题，
该
届博览会设置了五大展馆与热点展区。经
组委会层层筛选，我市南海中学 《初中生
“邮驿式学习”的实践探索》项目成功入围，
亮相全国教博会。
!我市再次被评为
“家庭教育先进市”
。
11月 2日，
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发文公布了家
庭教育先进市、
县（市、
区）和示范家长学校、
优秀家长学校名单。我市继 2011年荣获
“江
苏省家庭教育先进县（市、
区）”
后，
再次获此
殊荣，
高邮中专、
秦邮小学分别被授予
“江苏
省示范家长学校”
和
“江苏省优秀家长学校”
称号。至目前，我市已有省示范家长学校 2

所，
省优秀家长学校 7所，
位居全省前列。
!4所学校获省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
设优秀项目奖。11月 15日，在省基础教育
前瞻性教学改革重大项目“课程基地促进
学校文化创新的江苏实践”启动仪式暨高
峰论坛上，我市秦邮小学“承邮乡底蕴，扬
国学传统”
、卸甲初中“‘一体四维’体验式
语文课程”
、临泽初中“生态式语文课程”、
高邮中学“高中物理课程”被表彰为“江苏
省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优秀项目”
。
!高邮中专获评“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
优秀专利申报学校”
。11月 12日，
省教育厅、
文明办、
科技厅等 8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公
布第八届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的通知》，
高邮中专被评为
“江苏省职业教育
创新大赛优秀专利申报学校”
，
为扬州地区在

本届大赛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2018年， 中少游书画社、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创客工
该校共有 14件作品获得国家专利。
坊”
、南海中学“邮驿社”被评为“扬州市第
!我市在“扬州市教育科研学术带头
五批精品社团”
。
人”
评选中拔得头筹。11月 19日，
“扬州市
!7位老师获扬州市学校安全教育课
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评选结果揭晓，我市
件大赛一等奖。11月 8日，扬州市第二届
天山小学朱宇，南海中学钱海如、葛汉洪、 “人保财险杯”学校安全教育课件大赛结果
卞金华，送桥初中宰华平，实验小学刘吉
揭晓，我市周春雨、邵莹、居林琳、吴小燕、
才，局教科室乔继华成功入选，我市入选人
孙娟、于敏、李小东等 7位老师获一等奖，
数列扬州县市区首位。
市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
!10个学生社团被评为“扬州市第五
!高梓恒等同学在中学生英语口语现
批精品社团”。11月 27日，扬州市第五批
场赛中获佳绩。11月 10日 -11日，我市组
精品社团评审结果揭晓，我市实验小学“轻
织 6名学生参加扬州市中学生英语口语现
羽飞扬”羽毛球队、第一小学“致用”合唱
场比赛，
4人获一等奖，其中第一中学高梓
团、天山小学青童书画、车逻镇小学刻纸
恒同学为高中组第二名，并入选扬州代表
社、菱塘回民小学民族之声”箱鼓社、郭集
队参加 11月 23日 -25日举办的省赛，其
小学古筝社、卸甲小学布袋木偶戏、秦邮初
所在高中组获省团体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