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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提醒广大市民——
—

宁盐高速第二次环评公示
未来高邮至南京只需一小时

警惕各类旗号非法集资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瑶 记者 葛维祥）
非法集资往往披着“漂亮外衣”遮人眼目，
引人
“入坑”，害人不浅。近日，
市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提醒广大市民，
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增强分辨能力，擦亮
眼睛，透过非法集资“漂亮外衣”看本质，
避免上当受骗。
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对近年来各地非法集资案例进行了总
结分析，并梳理出非法集资主要表现形
式：以扩大生产经营，投资高科技开发、
生态环保及能源项目等名义非法集资；
套用互联网金融创新概念，设立所谓的
P2P等网络借贷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
资金用途等手段非法集资；非融资性担
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或投资为名进行
非法集资；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
养为名，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

本报讯 （通讯员 方
青 桥 记 者 杨 晓 莉）日
前，我市举办 2019年现
代学徒制项目签约仪式。
江苏创新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等 4家企业与高邮
中专签订现代学徒制项
目合作协议，
这是校企合
作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
标志着我市校企合作培
养技能人才工作迈出了
实质性的一步。
当前，我市进入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
期，技能劳动者总量不
足、整体素质不高等问
题日益凸显，已成为阻
碍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为此，近年
来，市人社部门推进校
企合作深度融合，积极
为地方经济培养优秀的
技能人才。此次与高邮中
专合作的 4家企业分别
是：
创新包装、
汇富金陵、扬州风帆、开
元名庭。合作期间，
校企双方以现代学
徒制的形式，做到招生与招工合一、学
生与学徒合一、
教师与师傅合一、课堂
与车间合一、理论与实践合一、作品与
产品合一、
顶岗与就业合一，充分发挥
校企双方的优势，提升职业技术教育
服务社会、行业、企业的功能，为企业
培养更多更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
人才，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供
更为广阔的空间，达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
互惠双赢、
共同发展”的目标。

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进行非法
集资；以境外投资、高新科技开发旗号，
假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
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者许诺高额预
期回报进行非法集资；通过在各地物色
代理人、较广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形成
多层级、广范围的非法集资犯罪网络来
进行非法集资活动；以发行或变相发行
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
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
资；利用网络技术构造“虚拟”产品，投资
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
资；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
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
式进行非法集资。此外，非法集资还以合
法外衣、能人引领、暴利诱惑、短期兑现、
亲朋好友介绍、感情投资等“障眼法”蒙
蔽投资人，诱人上当受骗。

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告诫广大市民：根据我国法律法
规，因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
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
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
的，
予以没收，
就地上缴中央金库。经人民
法院执行，集资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应
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损失。在取缔非法集资
活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
作，这意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
资，
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远离非法集资
建设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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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邮路宣 记者 子杼）记者从交
通部门获悉，宁盐高速目前已进行第二次环评公示，
距正式开工又近了一步。宁盐高速建成后，
高邮至南
京的路程将减少近百公里，
出行时间只需 1小时。
宁盐高速工程路线全长 124.
451公里，主线行
车道采用双向六车道，
设计车速 120公里 /时。宁盐
高速起自南京绕越高速新簧互通北约 1.
8公里处，
向东跨越仪征、高邮、兴化三地，终点在兴化荻垛南
接盐靖高速。在高邮境内，宁盐高速从送桥镇南穿
过，与 S611交叉后，路线折向东，跨越高邮湖和京
杭运河，在车逻镇南跨越车樊公路、南澄子河、G233
后，下穿连淮扬镇高铁、
京沪高速，
至卸甲镇南，继续
向东北跨越三阳河后，与 S264交叉，继续向东延伸
跨越 S333，进入兴化境内。
据悉，宁盐高速建成通车后，高邮到南京将拥
有一条“截弯取直”的直线高速，即从高邮南直线向
西南，与南京绕越高速对接，转换至四桥等过江通
道，直接从东侧到达南京主城区，不必再穿越南京
六合区。

儿童剧《青铜葵花》走进菱塘

为进一步防控桥梁安全风险，连日来，市住建部门依照桥梁管理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要
求，全面启动了桥梁专项养护行动，对全市河道桥梁进行拉网式集中维修养护，努力营造
王林山 摄
安全、舒适的城市出行环境。图为工作人员在运河二桥养护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加庆 记者 孔令玲）日前，由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举办的 2019高雅艺
术进校园拓展项目大型儿童剧《青铜葵花》专场演出
走进菱塘回族乡回民实验小学。
儿童剧《青铜葵花》是根据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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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通
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承制，常
州金坛华罗庚艺术团演出。这部剧是我省又一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融合的少儿艺术精品，并荣
获 2018紫金文化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
“特别奖”
。
该剧从去年 10月份正式启动全省巡演，演出
两百多场，场场爆满，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肯定。演
出中，温纯的亲情，动人的演绎，让现场的师生都流
下了感动的泪水。据了解，儿童剧《青铜葵花》2019
年全省巡演将陆续走进各地校园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更多的少年儿童送去少儿文化艺术精
品，并同步开展观后感征文活动，进一步发挥美育
滋养作用。

三垛弑母案开庭 男子被判无期徒刑

“崇德讲堂”快讯
本报讯（记者 南笙）去年 7月 16日，
三垛镇发生一起人伦惨案，男子裴某杀死
了亲生母亲赵某。日前，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并宣判裴某犯故意杀
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裴某，
38岁，因婚姻受挫，精神受过
打击。2018年 5月，
裴某经人介绍与一名
女子相恋并领证，准备于当年 7月 15日
举办婚礼，但因无力支付彩礼，导致女方
退婚，并要求裴某退还垫付的 1万元酒
席钱。事后，
母亲赵某准备去外地打工，
裴

2017-2018年度高邮市
优秀房地产企业公示

某知道后更加气愤，认为母亲从小到大都
对他漠不关心。2018年 7月 16日上午
10时，裴某用电饭煲接线板捆绑赵某双
手至其身后，并在脖子上缠绕了两三圈
后，用木板击打其头部，直至木板打断。
最
终，
赵某因机械性窒息死亡。
经过各方关联验证，法院认定裴某故
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尽管裴某曾患有精
神疾病，但在杀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
力。最终法院宣判，
被告人裴某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为进一步挖掘高邮文化资源，集聚高邮文化名
人效应，打造文化高邮魅力品牌，高邮市政协“崇德
讲堂”
特邀扬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勇刚教授（三级），
来邮讲授“从秦少游到汪曾祺”
。
授课时间：
5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2：30。
授课地点：市文体公园文化馆报告厅。
联系人：
市政协办公室管剑钊
联系电话：84651812
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前来听课。

警民一家亲 遇难见真情

根据《关于评选 2017-2018年度高邮市优秀房地产企业的通知》
（邮住房[
2018]
65
号）的精神，经综合评审，拟对高邮盛世置业有限公司等 9家企业命名为“2017-2018
年度高邮市优秀房地产企业”
，现予公示：
高邮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扬州中邦置业有限公司
高邮通源置业有限公司
扬州宏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扬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高邮市环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弘升置业有限公司
高邮市鑫鹏置业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江苏民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监督电话：
0514-84693651
0514-84680622

13655250333
18952555698

高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高邮市房地产业协会
2019年 5月 14日

本报讯 （通讯员 周
祥海 周明宝）5月 13日
中午，我市界首居民董
某将一面写有“警民一
家亲 遇难见真情”的锦

旗送到了交警大队天山
中队民警黄金平手中，
表达其对中队民警提供
救助的深深感激之情。
5月 10日上午 10时

许，我市界首居民董某 20
个月的女儿因误食樟脑丸
情况危急，急需警方帮助
其在前往扬州市苏北医院
途中开通
“绿色通道”
。该
队天山中队民警黄金平接
警后迅速处置，及时联系
大队指挥中心为其所经沿
线开通“绿色通道”
，并将
董某所驾驶的机动车引导
至 611省道，成功将求助
者送到 120救护车进行转
院救治，为求助者及时得
到救助争取到了宝贵时
间。当天傍晚，
求助者经过
苏北医院的救治，转危为
安，
并于次日出院。其全家
为表感激之情，特送来锦
旗一面。

