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雷森 张治 志伟 记者 杨晓莉）
近日，省人社厅下发《关于认定第二批省级创业型街
道（乡镇）、社区（村）和园区的通知》，我市车逻、甘
垛、龙虬、周山 4乡镇以及菱塘、送桥、界首等乡镇的
45个社区（村）成功跻身第二批省级创业型乡镇、社
区（村）。至此，全市已有 5个镇、59个社区（村）被认
定为省级创业型乡镇、社区（村）。

省级创业型街道（乡镇）、社区（村）、园区是开展
免费公共创业服务的示范平台，是落实省政府全民
创业工作部署，加强基础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
举措，对于提高基层创业服务效能，更好地落实创业
扶持政策，为创业者提供零距离创业服务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市人社局和相关乡镇、社区
（村）将创建创业型乡镇、社区（村）作为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有效抓手，强化基层平台建设，加强
对创新创业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加大宣传攻势，
充分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带动更多人就业，
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经济发展。

高邮再添一批省级创业型乡镇和社区（村）

本报讯（通讯员 房晨）日前，从扬州
市商务局传来消息，我市城南新区通邮
电商园成功创成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扬州商贸集聚区和扬州市级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园。

通邮电商园自运营以来，紧紧围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展工作，积极推
进创业孵化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优化电

商企业发展环境，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同
时，城南新区认真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为
入园企业及创业人员提供人才输出、政策
对接、专家指导、金融扶持等各项服务，吸
引了大批电商企业及创业者入驻。在此基
础上，新区进一步完善电商运营生态链和
电子商务产业链，打造重要电商产业集聚
区，有效带动了全市电商产业的发展。

通邮电商园成省级电商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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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报传来，在江苏省交通运
输厅 2018 年度全省公路水运
工程“平安工地”建设活动省级
“示范工地（工程）”创建活动
中，333 省道高邮东段榜上有
名，成功首创省级“示范工程”，
填补了扬州市国省干线公路建
设项目该荣誉的空白。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

求，自 2017 年 7 月 18 日 333
省道高邮东段改扩建工程开工
以来，市交投集团组织施工单
位狠抓项目建设，加强源头管
控，注重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牢
固树立“品质过硬”“ 安全第
一”的大局观念，积极推进“平
安工地”创建，努力争创省级“示
范工程”。截止目前，333省道高
邮东段累计完成投资额 8亿元，
占总量的 54%，力争 2019 年年
底全部建成。

张长定 姚静

333省道高邮东段成功创成省级“示范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王磊 记者孔令玲）
小炼铝作坊工艺落后、能耗高、重污染，
是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小冶炼”项
目。7日，城南新区辖区内发现了一处土
炼铝小作坊死灰复燃，在市“263”办、市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的统
一指挥协调下，新区“263”办、环保科等
部门合力出击，迅速关停了这家土炼铝
小作坊。

7 日下午 4 时，市“263”办、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暗访组在城
南新区暗访时发现，高邮市鑫鹏服饰有
限公司最南侧车间内有人顶风作案，搞

起了严令取缔的土炼铝，并试图躲避环
保监管。下午 5时，在接到市“263”办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的通
知后，新区“263”办、环保科工作人员火
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处较为隐蔽的土炼
铝小作坊，一名工人正在进行炼铝作业，
厂房内还堆放着大量煤炭、废铝、铝土、
工业盐以及铝锭成品等。经了解，该小作
坊前不久刚从外地搬到城南新区进行违
规违法生产。
下午 6时，在进行前期调查，掌握相

关证据后，现场工作人员当即责令该小作
坊立即停止作业，现场断水、断电，并调运

铲车清原料、清设备、清场地，对该土炼铝
小作坊予以打击取缔，销毁其铝锭模等有
关生产设备，断绝其再生产能力。截至当
晚 9点，从发现这处小作坊到完全取缔只
用了 5个小时时间。

取缔现场，城南新区“263”办工作人
员还对周边居民进行了环保宣传，邀请居
民共同参与监督，发现相关情况立即举
报，让违规违法生产小作坊无处藏身。

事不过夜 迅速整改

我市取缔一处土炼铝小作坊

本报讯（通讯员 彭伟 记者 翁正倩）近日，记者
从市农委获悉，在苏宁易购 2018年度年终评选中，由
我市嘎嘎鸭商贸有限公司运营的“苏宁易购中华特色
馆高邮馆”获得“2018年年度优品奖”。据悉，在苏宁易
购全国数百家地方馆中，仅有三家地方馆获此荣誉。

此次评选主要是对同类产品中单店铺销售规模、
消费者口碑和形成跨地域品牌的消费认知等几方面
进行考核，“中华特色馆高邮馆”凭借良好的口碑、知
名度等优势从数百家地方馆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据悉，高邮市嘎嘎鸭商贸有限公司是市政府授
权的“苏宁易购中华特色馆高邮馆”运营商，专注于
将本地正宗的农副产品通过“高邮馆”这一平台向全
国推广。自 2015年开馆以来，该平台一直是苏宁易
购 KA重点商家。近年来，该公司先后获得“扬州市
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扬州市农业电商示范企业”“省
级巾帼电商服务示范基地”等荣誉，2018年全年实
现网上销售 2500多万元。

“中华特色馆高邮馆”获苏宁易购“优品奖”本报讯（通讯员 陈阿薇 记者 翁正
倩）9日下午，市第一实验小学会议室内
暖意融融，市级机关部门单位暨高邮镇
扶贫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这里举行，158
名贫困生获助学金 31.6万元。

据了解，此次市级机关共帮扶贫困生

94 人，每人 2000元，共 188000元；高邮
镇动用财政资金帮扶贫困生 52人，每人
2000元，计 104000元。

此外，市信鸽协会助学 12人，每人
2000元，计 24000元，现场发放至学生家
长手中。

158名贫困生获助学金 31.6万元

“263”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子杼）上海外国
语大学俄欧亚学院陆永昌教授的
译著———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于 2016年 6月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又被江苏人
民出版社列入“统编语文教材配套
名著阅读丛书”。据悉，2018 年 9
月该译著已经第三次印刷，印数已
达二十多万册。

陆永昌，江苏高邮人，1950 年
出生，童年在界首度过，1965年考
入泰州师范，毕业后弃笔从戎。后
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毕业后留
校任教至今。现任上海外国语大
学俄语系教授，翻译专业研究生
导师。

高邮籍上外教授译著被列入
统编语文教材配套名著阅读丛书

食品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安全食品，你我共同的心愿！

曝光栏

让公德规范行为 用良知净化餐桌

绎本周食品安全快检概述
1月 1日至 9日，我局共开展食品安全快检 8800 批次，

其中蔬菜 6637 批次，畜禽肉 1446 批次，水果 42 批次，其他
675批次。本期抽检覆盖全市 43个农贸市场，77家超市。检
测项目主要有农药残留、瘦肉精、二氧化硫等 9项，农药残留
检测占 75.82豫，瘦肉精检测占 16.43豫，二氧化硫检测占
5.86豫，吊白块检测 0.73豫，亚硝酸盐检测 0.46豫，溴酸钾检
测 0.35豫，甲醛检测 0.11豫，硼砂检测 0.11豫，甜蜜素检测
0.13豫。本周食品快检检测的散装蔬菜、干货、肉及肉制品等
均为普通群众消费量比较大的食用农产品，采样主要集中在
农贸市场、商场超市，涵盖全市城乡，结果显示合格率达到

99.92豫，说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该类食品基本可靠。
绎消费警示

本周检测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中，阳性 7批次，阳性率
0.08豫。阳性批次中，亚硝酸盐超标 4批次，阳性率 0.05豫，
主要是牛肉；二氧化硫超标 3 批次，阳性率 0.03豫，主要是
黄花菜干、干百合等。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上述阳性食品（食
品农产品），我局均已分别通知经营者下架销毁，或转为监
督性抽检。

绎二氧化硫小常识
二氧化硫是国内外允许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在食

品工业中发挥着护色、防腐、漂白和抗氧化的作用。如果过

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危害人体健康，但是，适量摄入是不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的。消费者如果购买了疑似二氧化硫轻度超
标的食品，可以采取打开食品包装袋进行晾晒或用纯碱水
浸泡，再用清水漂洗的方法降低二氧化硫浓度，减少对人体
的不良影响。

食品安全快检信息
阴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产品名称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被抽样单位
及地址

生产企业 
名称及地址

检测项目检验结论

韭菜 / 2018-10-17
高邮市福客
百货超市

/
腐霉利 
不合格

不合格

骨碟 / 2018-11-1
高邮市   
会宾楼酒家

/
阴离子 
合成剂 
不得检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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